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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编排说明：首先是软件声明，包含通用的说明。如果您第一次使用软件建议从快速

上手开始看起，他包含了如何安装与使用软件，以及一些图文并茂的示例教程，这些教程几

乎包含了 eGPS 所拥有的完整的功能。其它部分是软件每个功能模块的详细说明，包含各个

模块参数的意义以及输入输出文件的格式说明。 

软件声明 

前言 

随着二代测序价格的不断下降与三代、四代测序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物种的全基因组

信息被公开，同时基于测序的各个组学数据也不断涌现。同时进化生物学也得到了前所未有

的的重视，常常被生物学家用来研究候选基因的功能与进化。无论任何领域，高效、稳定、

安全、方便与被长期支持的软件必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期望建立一个可以解决

上述问题的一个软件平台，使这个软件不但利于使用而且利于开发，能够顺利衔接多组学和

进化生物学的分析。 

致谢 

感谢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张亚平院士、姚永刚研究员、施鹏研究员、吕雪梅研

究员以及先导项目办公室的所有成员为这一项目的顺利实施做出的努力并给予无数有效的

建议。感谢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所的徐书华研究员、汪思佳研究员及其学生、北京动

物研究所的张勇研究员及其学生测试了软件并给予有效反馈。感谢中国科学院先导项目

(evolutionary Genotype-Phenotype Systems biology，简称 eGPS)的支持，为此这一程

序特地命名为 eGPS。 

感谢以下用户使用本软件，并提出有效反馈： 

eGPS 版本  来源 建议 / 问题 解决状态  

1.0.0 QQ 群：云中月 安装时，360 通报安全

隐患。 

请忽略或者关闭一些反

病毒软件，eGPS 安全、

无毒。 

1.0.0 邮件：-  Alignment viewer 加载

大文件非常慢。 

重构了改个模块，使之

能快速加载大文件。 

1.0.1 QQ 群：鸿 在 MAC OS 上使用

时，启动脚本没有一定

权限。 

我们提供了免安装绿色

版本，双击即可运行。 

1.0.1 QQ 群：鸿 导入 PRO 文件进行分

析的时候，点击运行按

钮没反应。 

一些数据不适合利 用

DEG-mass spectrum 模

块分析，若出现此情况

则弹出一个通知框。  

1.0.2 QQ 群：昆植周 选择 SNJ 法建树时没

反应 

已解决 

1.0.3 QQ 群：浩大的 VCFtools 输出信息报 前者已解决；eGPS 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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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错；VCF 文件中有些缺

失数据是.而非 ./. 

了 .的缺失数据表示方

式 

1.15 QQ 群：子佩我

思 

Venn 图 的 “ Plain text 

info”面板的结果无法

保存 

已解决 

 

eGPS 开发团队 

开发人员列表： 

虞达浪，董丽莉，严方琪，牟海龙，杨佳宁，唐碧霞，杨潇，曾涛，周晴，高峰，王钟

凰，郝子谦，亢红恩，郑毅，黄虹玮，魏煜张，潘伟，徐姚晨，朱军伟，赵石磊，王慈然，

王鹏宇，戴龙，李木山，蓝利，王祎玮，陈华，李亦学，符云新，邵振，鲍一明，赵方庆，

陈洛南，张国庆，赵文明，李海鹏。 

 

开发单位列表： 

1、中国科学院计算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马普学会计算生物学伙伴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2、生命与健康大数据中心，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3、中国科学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 

4、精准基因组医学重点实验室，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5、上海生物信息技术研究中心。 

6、中国科学院系统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中国

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7、Department of Biostatistics and Data Science,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University of 

Texas Health Science Center at Houston, Houston, Texas, USA. 

8、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9、上海科技大学。 

10、中国科学院动物进化与遗传前沿交叉卓越创新中心。 

11、中国科学院大学。 

版权 

中国科学院计算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 (SINH)，中国科学院拥有

eGPS 计算机版权。如有需要，请电子邮件联系 lihaipeng@picb.ac.cn。 

 

一旦你使用、下载或拷贝了 eGPS 软件，即视为您已经认同下述条款。如果您不同意下

述条款，请将 eGPS 软件从您计算机中删除或卸载。 

许可范围：这一条款认同您可以免费下载、拷贝、使用 eGPS 软件的权利。SINH 拥有

其它保留权利。您请勿：1、在超出该软件技术允许条件下使用该软件；2、请勿使用逆向

工程技术、反编译或拆解该软件；3、请勿在违背当地法律法规时使用该软件；4、请勿将

该软件出租；5、请勿将该软件作为商业服务提供并获取收益。 

备份：您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备份，或者随时从 http://www.egps-software.net 下载。 

mailto:请电子邮件联系lihaipeng@picb.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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拷贝：您可以将 eGPS 软件和此份版权一起拷贝给您认识或不认识的人。 

豁免权益：SINH 不承担任何您因为拷贝、下载和使用 eGPS 软件而带来的您财产的任

何损失。 

软件升级：您可以访问 http://www.egps-software.net 获得 eGPS 软件的最新版。 

 

如何引用 eGPS 

Dalang Yu, Lili Dong, Fangqi Yan, Hailong Mu, Bixia Tang, Xiao Yang, et al. (2019) eGPS 1.0: 

comprehensive software for multi-omic and evolutionary analyses.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6:867-869, https://doi.org/10.1093/nsr/nwz079.  

PubMed: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69194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69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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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寻求帮助 

您可以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 

国内和华人用户可以加入 QQ 群 550899355。入群可提前享受新版功能，并能得到教程。 

 

如何参与编制本手册 

欢 迎 您 参 与 编 制 、 修 改 本 用 户 手 册 ， 与 其 他 用 户 分 享 使 用 心 得 。 您 可 以 在

http://www.egps-software.net 网站下载手册的 word 版本，打开 Track Changes 的功能(审阅模

式里的修订功能)进行修改，或者将修改、补充部分用颜色标示出来。然后将您的修改、补

充部分，以及您的姓名，用电子邮件发给我们。为了便于我们整合，请勿将整个文档发给我

们。 

 

本手册编制人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姓名 电子邮件地址 

李海鹏 lihaipeng@picb.ac.cn 

牟海龙 mhl_dyx@126.com 

王祎玮 wangyiwei60@163.com 

严方琪 yfq0818@163.com 

杨佳宁 yangjianing2019@sibs.ac.cn 

虞达浪 yudalang2017@sibs.ac.cn 

郑毅 zhengyi12@mails.ucas.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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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快速上手 

第一次使用 eGPS 

首先非常感谢您选择 eGPS 作为研究工具。本用户手册将为您提供 eGPS 桌面版的完整

使用说明。eGPS 的新用户可能希望阅读与跟随示例教程(walkthrough tutorial)，该教程展示

了 eGPS 的主要功能与特性。同时您也可以通过查看 eGPS 的主要功能来快速定位您想要的

功能模块。 

安装与打开 eGPS  

当用户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上使用的时候我们提供了相应 32 位和 64 位操作系统的安

装包（exe 格式）。用户仅需根据提示操作即可。同时我们还提供了绿色免安装版本，解压

即可使用。 

 

在 Mac OS 操作系统上，我们提供了 64 位操作系统的绿色免安装版本，第一次使用请

解压文件，然后右键点击打开。EGPS 是绿色无毒软件，请放心使用。 

 

而在 Ubuntu 操作系统上，现阶段提供的 eGPS 为绿色免安装软件。用户只需要在官网

下载然后再解压点击启动脚本即可 

 

所 有 的 安 装 包 ， 自 带 了 所 有 的 运 行 环 境 。 最 新 的 安 装 包 都 可 以 在

http://www.egps-software.net 下载到。安装注意事项：在选择安装路径时，请勿在路径中包

含中文符号。 

 

 

卸载 eGPS  

在 MAC OS 与 Ubuntu 下，您只需要将软件所在的文件夹移除即可。 

在 Windows 下，您可以执行正常的卸载程序。例如在 Window10 下，设置→应用程序

与功能，找到 eGPS，点击卸载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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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与支持 

eGPS 的功能模块 

表 1：现阶段 eGPS 拥有的完整功能性模块如下表所示。 

classification  emphasis  Module Name Data type  

Evolution Sequence aligner 
Multiple sequence 

Aligner 
Multiple sequences 

Evolution 
Sequence 

alignment 
Alignment viewer 

Multiple sequence 

alignment(MSA) 

Evolution 
Evolutionary 

distance 

Genetic distance 

viewer 
Genetic distance(DIST) 

Evolution 
Evolution 

phylogeny 
Tree viewer 

Multiple sequence 

alignment(MSA) 

Phylogenetic tree(TREE) 

NEXUS 

Genetic distance(DIST) 

whole genome Multiple 

alignment format (MAF) 

Omic study Genomics VCF snapshot 

Variant Call Format (VCF) 

Omic study Genomics VCF tools 

Omic study Genomics Genetic diversity 

Omic study Genomics Neutrality test 

Omic study Genomics PBS statistic 

Omic study Genomics HKA score 

Omic study Genomics FST statistic 

Omic study Transcriptomics DEG-RNAseq RNA expression profile (rnaExp) 

Omic study Proteomics 
DEG-massSpectru

m 

Proteomics expression 

matrix(PRO) 

Evolution Population genetics Simulator 
Population history model 

(SIMU) 

Omic study Transcriptomics circRNA viewer Circular RNA list (LIST) 

Evolution 
Evolution 

phylogeny 
Gene to gene tree / 

Evolution 
Evolutionary 

distance 

Gene to genetic 

distance 
/ 

Evolution 
sequences 

alignment 
Gene to alignment / 

Omic study Data visualization Heatmap eGPS heatmap (eheatmap) 

Any Any Text editor General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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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与软件更新 

eGPS 的最新版将会在 http://www.egps-software.net 中的 eGPS desktop 链接中发布。 

 

软件错误报告 

用户可以打开软件，点击菜单栏中的 report bugs 按钮，根据提示信息向开发团队提交错

误。如果你想得到即时的回复，请加入 QQ 群：550899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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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教程 

介绍 

本示例提供了几个简要的教程，解释了如何在 eGPS 中执行常见任务。每个教程都需要

使用示例数据文件，这些文件可以在 examples 文件夹中找到。 

 

在教程中，使用以下约定： 

 

⚫ 通过键盘输入的按键，我们用粗体表示（例如，F4）。 

⚫ 斜体表示的是菜单、窗体、选项卡等的名称（例如，File 菜单）。 

⚫ 斜体加粗体表示的是你能在菜单栏、工具栏等地方找到的命令（例如 File 菜单中的

 Import Data）。 

⚫ 为了简洁起见，一系列菜单/按钮点击由管道符号（|）进行分隔以显示一系列命令指示

（例如， ‘File | Import Data’ 表示您应当单机‘文件’主菜单项，然后单击‘导入数据’子菜

单项）。 

eGPS 主界面介绍 

eGPS 主界面按照方便使用的形式进行设计，由菜单栏，工具栏（顶部，菜单栏下），

状态栏（底部），分析面板（analysis panel, 左边与中间）和历史记录面板（history panel , 右

边）组成。 

在分析面板中，有一个特殊、唯一且锁定在主界面的数据面板（data panel），它可以

分为三个区域：左侧的数据区域(data area)，用于将文件拖入其中并显示已拖动的文件；中

间的信息区域(information area)显示输入文件的信息；右侧的方法区域(method area)，当导入

数据后，会加入相应的按钮（eGPS 将把合适的分析方法显示为按钮），按钮会显示分析的

提示信息(tooltip)。除数据面板外，每个分析面板都包含一个功能模块，这些面板可以从主

界面拖出来，便于用户比较结果和参数。当研究人员执行分析过程时，进度动画将在状态栏

中显示。在程序正确完成后，结果文件夹的链接将添加到历史记录面板以形成记录，这些记

录允许注释和标记。 

历史记录面板可以记录用户执行的分析。这些记录会存储在本地，并且可以被移植到另

一台装有 eGPS 软件的电脑上。当鼠标悬停在记录上时，会有提示信息显示在鼠标旁，这提

供了丰富的信息，包括工具名称和运行参数。记录最初按日期分组，可以通过输入关键字进

行搜索。当用户搜索时，历史记录会动态更新以显示匹配记录，并且在双击感兴趣的记录后，

分析面板将显示为单独的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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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之前的准备 

 

导入数据 

用户有三种方式可以将数据导入 eGPS : 

⚫ 用户可以直接把将要分析的文件拖拽到数据区域(Data area)。 

⚫ 利用工具栏的快捷按钮 将数据导入 

⚫ 点击 File | Import Data 将数据导入 

 

数据的信息与数据所适合的分析方法将展现在信息区域与方法区域。 如图展示的是一

个拖入一系列 VCF 文件后，eGPS 的响应情况。 

注意：用户一次只能导入同一类型的数据格式（data format）文件。如果拖入其它格式

的文件，eGPS 将会给出警告信息，并且不会把其它的文件加入到数据区域。如果您要更换

数据文件，那么需要您点击左下角的 Select all 按钮，然后点击 Delete Selected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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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PS 对数据进行如下分类：我们将所有的数据分成两级，首先是数据类型，同一种数

据类型由若干个数据格式构成。 

表 2：可导入 eGPS 的数据类型与数据格式 

Module Name Data type  Data format  Data example 

Multiple 

sequence 

Aligner 

Multiple sequences 
fasta/msf/clustalw/pa

ml/mega/phylip 
mtCDNA.fas 

Alignment 

viewer 

Multiple sequence 

alignment(MSA) 

fasta/msf/clustalw/pa

ml/mega/phylip 
mtCDNA.fas 

Genetic 

distance viewer  
Genetic distance(DIST) dist 

testGeneticDistance.

dist 

Tree viewer 

Multiple sequence 

alignment(MSA) 
aligned fasta mtCDNA.fas 

Phylogenetic tree(TREE) nwk/nhx/tre/etree 
ItreeV_ExampleTre

e.tre 

NEXUS nex/nexus 
Influenza_A_virus.n

ex 

Genetic distance(DIST) dist 
testGeneticDistance.

dist 

whole genome Multiple 

alignment format (MAF) 
maf chr1.maf.gz 

VCF snapshot 

Variant Call Format (VCF) 

Uncompressed vcf / 

Gzip compressed vcf 

/ Bgzip compressed 

vcf 

vcf.sample.test.chr2

0.vcf 

VCF tools 

Genetic 

diversity  

Neutrality test  

PBS statistic  

HKA score  

 FST statistic  

DEG-RNAseq 
RNA expression profile 

(rnaExp) 
rnaExp GDS2676.rnaExp 

DEG-massSpe

ctrum 

Proteomics expression 

matrix(PRO) 
pro MAP_testing.pro 

Simulator  
Population history model 

(SIMU) 
simu sample.simu 

circRNA 

viewer 
Circular RNA list (LIST) list 

1519652983250_ou

t_jav.list 

Heatmap EGPS heatmap (eheatmap) eheatmap 
testData_withParam

eters.eheatmap 

Text editor General text an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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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参数 

eGPS 的参数设置有两种方式，包括全局设置与每个模块特异的设置。全局设置通过点

击 Option | Preferences 可以调出设置面板，或者使用快捷键 Control + R。进化树的构建参

数在程序的全局设置里面，而组学分析的参数大部分在各自的模块中。 

例如：想要从多重比对数据出发构建进化树，那么选择构建进化树的种类与参数可以通过点

击 Option | Preferences | Genetic distance 与 Tree build method 进行设置。 

查看 Alignment 的信息 

1 首先将 aligned fasta 文件拖入到我们程序中，一共有三种方式将文件拖入： 

⚫ 将文件拖入到数据区域，如下图所示； 

⚫ 点击工具栏第一个按钮将 fasta 文件加入到程序中； 

⚫ 点击 File 中 Import Data 将通过交互式文件选择框将 fasta 文件加入。 

 

2 当 fasta 文件被拖入后，我们会有两种方式进入 Alignment viewer： 

2.1 直接点击右边 View alignment 按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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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点击 Tools 中的 Alignment viewer； 

 

 

3 最后进入 Alignment viewer 视图显示数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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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数据会按块（block）进行显示，每个块所显示的序列数量与列的数量取决于当前

字体大小与窗口大小。可以通过工具栏上的按钮调整字体大小。  

3.2 当鼠标悬停在碱基上时,屏幕上会显示当前碱基所对应的列数。点击每个碱基时,

碱基的背景会变成红色。 

3.3 左边提供了碱基配色方案，配色效果如字符串所述。 

3.4 底下是一个显示每一列一致性（Consensus）的柱状图，鼠标停留时可以显示百分

比。 

4 Alignment viewer 数据输出: 

4.1 当数据显示到界面上时,我们可以单击保存按钮,将数据保存到我们本地磁盘上。 

 

4.2 我们支持以 fasta/msf/clustalW/paml/mega/phylip/nexus 格式输出 MSA。 

 

 

查看 circRNA 从头鉴定结果 

1. circRNA 可视化模块有两种方式将数据导入到 eGPS。 

（1）将 circRNA 文件(.list)拖入到我们程序中，点击可分析的方法进入 circRNA viewer 视图

显示数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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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不拖入任何文件的情况下，直接点击 Tools 中的 circRNA viewer，circRNA viewer 视

图中不会显示任何数据。我们可以通过输入 Job ID，然后单击 Download circRNA 按钮下载

文件，如下图所示: 

 

 

 

在这个下载过程中,会同时下载两个文件(以_out_jav.list 结尾和_out_library_length.list 结

尾的文件)，同时将两个文件加入到我们程序中，右边会显示 circRNA viewer 视图: 



21 

 

 

 

2. circRNA viewer 视图控制: 

通过 Filter parameters 控制显示 circRNA viewer 的区间信息: 

 

 

通过 Layout 控制 circRNA viewer 视图显示数量,每页最多显示四个 circRNA 数据，同时

支持当前页数的切换操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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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ircRNA viewer 视图显示: 

circRNA viewer 支持锁定单个视图，如果视图中 circRNA 被锁住，则在切换当前页时，

被锁定的 circRNA 不会被切换，如下图所示： 

 

 

在视图中的 circRNA 的起始位置之间，点击鼠标左键之后可以显示菜单栏。 

用户可以在基因组浏览器（如 Ensembl，UCSC）中查看该区间、构建近缘物种间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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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的进化树，以及查看多重比对的联配。 

 

 

在 circRNA viewer 视图中通过鼠标移入环形 circRNA 区间片段,可以看到与线性

circRNA 对应的关系: 

 

 

4. circRNA viewer 数据文件: 

circRNA viewer 包含两种文件,当只拖入以_out_jav.list 结尾的文件,点击跳转 circRNA 

viewer 视图时,不会显示环形 circ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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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只拖入以_out_library_length.list 结尾的文件时,视图不会跳转；当两种文件都包含时,

既会显示线性 circRNA 也会显示环形 circRNA: 

 

 

5. circRNA viewer 数据输出与打印: 

当数据显示到界面上时,我们可以单击按钮,将数据保存到我们本地磁盘上或者将视图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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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如图所示: 

 

 

我们暂时支持两种保存文件格式: JPG、PNG、PDF 以及矢量图 SVG 格式。 

 

从基因到基因树(Gene to gene tree)： 

Gene to gene tree 打开方式只有一种,通过点击 Tools 中的 Gene to gene tree 按钮,如下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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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转到 Gene to gene tree 模块后，在 Gene & species set 选项卡中设置基因名或者染色体

位置。当您需要设定基因树 OUT 的数量与种类时，可以点击 Choose species set 按钮，从全

局设定中去设定。EGPS Desktop 会从 eGPS Cloud 或者 Ensembl REST API 获取序列联配以 

进行下游分析。如果用户输入的是 Gene Symbol，eGPS Desktop 会获取基因注释信息，因而

我们提供了如下选项，使用户可以获取想要的基因组区域。 

 

 

 

 

最后点击 Build gene tree 创建进化树,同时在底部会显示当前创建进化树的进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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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创建完成后,其他操作与进化树相同，请参考进化树的操作,如下图所示: 

 

 

制作热图 

准备示例文件，打开 eGPS 示例文件的 HEATMAP 目录，然后打开 eGPS 软件，导入

testData_noParameters.eheatmap 文件。点击热图模块按钮 ( eGPS heatmap) 进入热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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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的界面显示如下：会显示每个格子的边界(border)，行名，列名与图例(legend)。 

 

详细的使用方法请见后面的热图模块使用手册。 

 

分析蛋白质组学数据 

导入正确后缀名的数据文件，点击合适分析方法 DEG-mass spectrum 进入分析模块。 

 



29 

 

 

我们选择默认参数，点击 Analysis 按钮分析数据文件，进度条进度显示过后，可交互式

的 MA Plot 图出现在右侧区域。我们可以将鼠标放在上面，以显示每个点的信息。 

 

 

eGPS 做到了可以让用户一键点击感兴趣的基因从而构建进

化树。我们可以鼠标左键点击基因，然后选择 Build gene 

tree 并点击即可构建一个进化树。 

同时用户也可以点击 Open genome browser 去基因组浏览器

上查看这段区域。 

 

分析基因组学数据 

The Variant Call Format (VCF) 文件广泛用于生物信息学中以存储序列变异信息。但要

预览文件，操纵（即过滤）并以用户友好的方式处理它并不容易，部分原因是文件很大。利

用 eGPS，研究人员可以使用“VCF snapshot”对文件进行预览；“VCF tools”选定各种条件去

过滤文件，以及其他合适的方法来分析文件，以获得每个滑动窗口的统计量（如遗传多样性

统计和正选择）。eGPS 支持以直观的方式选择个体并通过 bed 文件筛选特定的基因组区域。

执行任务后，eGPS 将显示交互式点图。 

 

查看 VCF 文件 

1. 将需要分析的 VCF（Variant Call Format）文件（例如将 chr22.100000.lines.vcf）用鼠标左

键选中并拖拽进入 eGPS 左侧的“数据中心”中，如下图蓝色箭头所示，“数据中心”范围为图

上红色方框范围，当鼠标旁边出现 Link 图标时，如图蓝色方框所示，松开鼠标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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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您拖入的文件符合标准 VCF 文件规范，右侧的 Suitable methods 中就会列出适用于

该 VCF 文件的分析方法，VCF snapshot 就在第一个，鼠标左键单击即可跳转至 VCF snapshot

具体界面。 

跳转完成，eGPS 会根据默认的参数将文件读取并用表格的形式显示到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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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 VCF 文件 

点击 VCF tools 按钮即可 VCF 的过滤模块，eGPS 提供了一系列的选项来帮助用户筛选

variant 记录。例如，如果用户只想保留 SNP 记录，那么可以在 Variant Type/ Site ID Filter

选项卡中选择 Keep only SNPs 勾选框。最后点击 Save Filtered Data As 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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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VCF 文件 

同样点击相应的分析模块按钮即可，例如选择 Genetic diversity 模块，然后计算所需要

的统计量，默认是计算 theta 和 pi。我们利用默认参数，点击 analysis 按钮。结果如图所示： 

 

这里每个点的横坐标代表了基因组上的一个区域，纵坐标代表该区域计算后的统计量。

用户也可以点击感兴趣的点去构建进化树。 

除了 Genetic diversity 模块，您也可以点击 FST Statistic 模块分析群体遗传结构。 

请保持这个状态以演练中性检验的教程。 

 

中性检验 

用户可以使用 eGPS 对 VCF 文件以滑动窗口的形式对每个窗口计算相应的统计量。与

上一个教程类似，您可以选择 Neutrality Test 、HKA score，PBS value 等模块进行分析。 

 

估计进化距离 

 

1 利用成对距离估计进化距离 

在 eGPS 中，您可以通过计算每对序列之间核苷酸差异的比例来估计序列之间的进化距

离。 

首先导入多重序列联配文件 (multiple sequence alignment file)，然后配置计算参数(依次

点击 Option | Preferences | Genetic distance)，选择 p 遗传距离，我们将其余选项设置为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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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最后点击计算遗传距离按钮，如下图所示： 

 

 

左下角的进度条经过短暂的显示之后，距离计算结果将以网格形式显示在新窗口中。保

持此窗口打开，以便我们可以比较后续步骤的结果。 

 

 

2 使用其他模型/方法计算和比较距离 

eGPS 还支持其它的方法来计算和比较各个序列的距离。在这里，我们比较一下不同模

型/方法计算后得到的进化距离。 

重复上面的操作步骤。但是在 Model / Method 下拉菜单而不是 p-distance 模型下选择

Jukes / Cantor 模型，让所有其他选项保持不变。再次，将结果窗口保持打开状态以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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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分析，这次在 Model / Method 下拉菜单中选择 Tamura-Nei 模型，让所有其他选项

保持不变。再次，将结果窗口保持打开状态以进行比较。 

 

您现在可以比较三个打开的结果窗口，其中包含不同方法估计的距离，eGPS 支持将每

个选项卡拖拽出来，如下图所示。 

 

 

 

 

从多重序列联配构建进化树 

 

构建 NJ 树：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将使用 eGPS 说明系统发生树重构的基础知识，并熟悉 Tree Viewer

窗口。 

首先导入多重序列联配文件，然后配置计算参数(依次点击 Option | Preferences | Genetic 

distance)，选择 p 遗传距离，再点击 Tree build method 选择 Neighbor-Joining。我们将其余

选项设置为默认值。最后点击 Build tree 按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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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下角的进度条经过短暂的显示之后，进化树将显示在新窗口中。要选择分支，请使用

鼠标左键单击它，选择之后你可以进行一系列的操作，例如增大叶子节点的标签、改变线条

颜色等等。用户还可以改变树的布局，例如要变成环形布局可以单击 Circular layout。更多

的使用方法详见第三部分中的 eGPS tree viewer。 

 

 

从进化距离构建进化树 

首先导入进化距离文件，然后配置计算参数( 依次点击 Option | Preferences | Tree build 

method )选择 Neighbor-Joining。最后点击 Build tree 按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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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历史建模与序列模拟 

eGPS 支持以可视化的方式建立群体历史模型，并根据群体历史模型产生模拟序列。 

点击 Tools | Simulator 打开功能模块，在 Build Model 子选项卡中的 Tools Menu 中拖拽

出相应图标，建立相应的群体历史模型。Parameters 处的参数一般保持默认设置。 

 

 

点击子选项卡 Simulator，因为我们最终构建的群体历史模型的当前时间点只有一个群

体，所以在 Sample information 一栏中出现一个群体，我们设置这个群体的抽样样本容量为

15。其它参数设置为默认，点击 Run only 即可产生模拟数据，右侧的直方图会显示一些统

计量的分布。用户也可以点击 Run & Save data as 模拟数据并将数据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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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命令行版本的 eGPS  

当前命令行版的 eGPS 可以针对 VCF 文件计算一些统计量。例如我们要计算两个群体

的 FST，用户可以在各个安装了 Oracle JRE 1.8 的操作系统上运行。 

例如我们在 windows10 操作系统上运行： 

 
 

 

可以在运行时加入-h 参数，查看各个参数的说明。上面的示意图是一个典型的例子：-i1 

参数后面的文件是第一个群体所包含的个体的名称；-i2 是第二个群体。设置 SNP 的最小质

量值是 20。Window size 为 500。Window step 为 100。-v 后面是输入的 vcf 文件。通过-inb

参数输入所包含的 bed 文件。 

 



38 

 

命令行代码为： 

java -cp .\eGPS_CL.jar egps.run.FST -i1 .\sampleFiles_oneChromPerFile\pop1_SampleIDs.txt 

-i2 .\sampleFiles_oneChromPerFile\pop2_SampleIDs.txt -mq 20 -s 500 -st 100 -v 

".\sampleFiles_oneChromPerFile\vcf.sample.test.chr20.vcf;.\sampleFiles_oneChromPerFile\vcf.sa

mple.test.chr21.vcf;.\sampleFiles_oneChromPerFile\vcf.sample.test.chr22.vcf" 

-inb .\sampleFiles_oneChromPerFile\sample.bed 

 

插件功能 

文件格式转换 

Convert File 支持两种文件格式转换 

⚫ 以 emf 结尾的文件转换成以 maf 结尾的文件 

⚫ 以 etree 结尾的文件转换成 nwk 结尾的文件 

1. 文件导入有两种方式 

点击 Add files 按钮可以选择文件（一个或者多个）导入，但是必须保证文件的格式与

上一次导入的文件格式相同，如下图所示: 

 

也可以点击 add directory 导入整个文件夹中的文件，规则同上。 

2. 选择要转换的文件的格式,当我们拖入为emf 文件时,只能够选择 maf输出格式;如果我们拖

入的文件时 etree 文件,只能选择 nwk 输出格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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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文件被拖入后会自动在中间部分添加要转换的文件,如图所示: 

 
 

之后点击 按钮设置输出文件目录。 

5. 通过点击 Convert 或者 Convert All 开始文件转换,其中 Convert All 是指所有被拖入的文

件都开始转换,而 Convert 只转换选择的文件,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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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当转换文件的过程中,还没转换完成时,我们可以通过点击右侧的删除按钮,来终止转换,同

时将该界面删除,如图所示: 

 

群体遗传结构重要参数 FST计算示例 

启动 eGPS, 确保安装路径中的 config/plugin 目录下包含 swingFSTDemo.jar 文件。 

依次点击 Plugins | swingFSTDemo 以进入功能模块。 

用户输入各个基因型 (genotype) 的数量之后，即可演示如何计算 FST。现在 eGPS 最多

支持三个群体，若要看两个群体的遗传结构则将第三个群体的输入值设为空即可。点击

calculate 按钮后即可显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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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支持的数据格式声明： 

组学与进化分析的功能包罗万象，每种功能的数据类型与数据输入形式也各不相同。在本软

件实现的功能模块中：进化的输入文件一般都有成型的数据格式，例如一系列 MSA 的数据

格式（fasta 等）；而组学的可变形式很多，一般都只是一个文本文件。这里，我们统一集

中声明如下内容：1) 软件 eGPS 对于数据类型与数据格式的分类以及判定标准；1) 说明一

下我们对于这个数据输入的处理方案。 

 

总体声明： 

1. 这里所说的数据，是指用户分析的数据的主体，不包括一些由参数组成的一个文件。因

为对于复杂模块，参数必然很多，存储参数的文件仍指参数。 

2. 对于一些模块，用户不输入数据也是可以运行的，例如插件模块 FST calculator 。这些

模块只需要输入几个参数，即可运行。在这里为了不与声明 1 冲突，这些不需要输入文

件的模块的参数文件，没有特别的声明也可以指数据。 

3. 输入文件推荐使用 UTF-8 编码，文件路径与文件名不要包含中文。 

4. 文件中的所有内容无特殊说明，以“#” 作为行首的行会被视为注释行。 

5. 软件对于数据的分类，以及数据与模块之间的关系： 

 

 

 

 

我们将数据先分成数据类型(Data type) 大类，再分

成数据格式(Data format)，最后是一个具体的文件。 

例如 MSA 这种数据类型，可以细分成各个数据格式，

如 fasta、mega、phylip 等。再比如 VCF 数据类型，

可以细分成未压缩的 VCF 格式，gzip 压缩的格式，

bgzip 压缩的格式。 

 

 

 

表格 1 模块与数据格式关系 

类型 情况示例 

一个模块只支持一种格式，一种格式只适用于

该模块 
Simulator 模块的 SIMU 数据类型 

一个模块支持多种格式 Tree viewer 模块的各种 TREE 类型文件 

一种格式可以被多个模块使用 VCF 数据类型可以被多个模块使用 

一个模块可以没有相应的数据格式 Venn plot 与很多的小功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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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与数据格式的分类 

 

表格 2 eGPS 1.0.5 支持的数据类型总览 

Data type  Data format  File example Annotaion 

Multiple sequence 

alignment(MSA) 

fasta/msf/clustalw/p

aml/mega/phylip 
mtCDNA.fas 

They are all belong to 

Multiple sequences Unaligned  Multiple 

sequences (UMS) 
fasta abcde.fas 

Genetic 

distance(DIST) 
dist 

testGeneticDistanc

e.dist 

compatible with phylip 

program  

Phylogenetic 

tree(TREE) 
nwk/nhx/tre/etree 

ItreeV_ExampleTr

ee.tre  

NEXUS nex/nexus 
Influenza_A_virus.

nex  
whole genome 

multiple alignment 

format (MAF) 

maf chr1.maf.gz 

 

Variant Call Format 

(VCF) 

uncompressed vcf/ 

gzip compressed vcf 

/ bgzip compressed 

vcf 

vcf.sample.test.chr

20.vcf 

bgzip compressed with 

HTSJDK package  

RNA expression 

profile (rnaExp) 
rnaExp GDS2676.rnaExp eGPS own defined  

Proteomics expression 

matrix(PRO) 
pro MAP_testing.pro eGPS own defined  

Population history 

model (SIMU) 
simu sample.simu eGPS own defined  

Circular RNA list 

(LIST) 
list 

1519652983250_o

ut_jav.list 
eGPS own defined  

EGPS heatmap 

(eheatmap) 
eheatmap 

testData_withPara

meters.eheatmap 
eGPS own defined  

General text (* .txt) text any text file 
all non-binary file is 

allowed  

 

注：详细的格式说明请查阅测试数据的示例文件。对于广泛使用的格式请查阅专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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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格式的判定标准： 

对于单个文件： 

当导入文件后，优先根据文件的拓展名（后缀）判定其所属的数据类型与数据格式。当

后缀不包含于我们支持的格式时，判定其是否为二进制。若为文本文件，再依次轻度判定数

据格式，当判定为符合某种格式的时候，返回结果，不再进行判定。故当两个格式很接近的

时候，会优先返回先判定的结果。 

 

当前判定的优先级： 

DIST, NEXUS, TREE, SUMU, EHEATMAP, CLUSTALW, FASTA, GCGMSF, MEGA, PAML, 

PHYLIP, MAF, VCF, PRO,RNAEXP,LIST 

 

注意：数据中心一次只能存在一种数据类型与数据格式的文件。 

导入多个文件时，判定文件用“单个文件的判定规则”。当数据面板存在数据时，判断新导入

的文件是否符合现在已存在的数据格式。当数据面板没有数据时，找出第一个被 eGPS 支持

的有效的文件。设为当前数据中心的数据格式，依次判定其它的文件。 

 

 

数据输入的处理方案 

在说明输出数据的处理方案之前，得先说明 eGPS 软件对于模块的分类。 

 

表格 3 软件模块的分类 

模块

类型 

计算

功能 

结果可

视化 

是否从数据面板导

入数据 
举例说明 注备 

1 No Yes 
No (是经过一定处理

的中间数据结构) 

1.0.4 版本之前的

Alignment viewer | 

Distance viewer 以

及 MSA2TREE， 

VCF2TREE，

MAF2TREE Pipeline。

现在的 TREE 2 TREE 

viewer 模块  

前者现已废弃，

一个显著的问

题是避免不知

道在哪里设置

参数，同时产生

了一个结果之

后不知道是根

据什么生成的！ 

2 No Yes 
Yes（直接从数据中

心获取文件引用） 

VCF snapshot | 

Heatmap 
 

3 Yes No Yes VCF tools  

4 Yes No No (用户输入) 
一些插件，例如 FST 

calculator 

independent 

module 

5 Yes Yes Yes 
DEG-RNAseq | 

DEG-massSpect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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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CF analysis 

6 Yes Yes 

Yes/No (数据面板的

数据拥有优先权，但

是可以用户输入或

者从网上下载) 

Simulator | circRNA 

viewer 
 

7 Yes Yes 
No (user enter or 

from website) 

Gene to gene tree| 

Gene to genetic 

distance | Some  

plugins | Venn plot 

independent 

module 

 

对于不需要从数据面板导入数据的模块，可以直接从工具栏上点击 Tools 按钮，再点击相应

的模块进入。 

对于需要从数据面板导入数据的模块，当导入合适的数据后数据面板的方法区将会给出跳转

模块的按钮。此时 Tools 上的模块按钮将会变得可用。当进入模块后，eGPS 将会根据数据

面板数据是否符合调整计算按钮的状态。当点击计算后，文件将会从数据中心获取。 

 

第二部分：多组学分析 

基因组学 

基因组的各个功能模块主要是针对 VCF 文件各种处理，包括： 

⚫ 快速查看 VCF 文件中的内容 

⚫ 过滤 VCF 的 variant 记录 

⚫ 针对 VCF 文件计算每个滑动窗口的统计量 

 

导入 VCF 文件之后，我们可以在信息面板中选择一些公共参数，如下图所示。 

1. 选择分析所需要的个体 

导入 VCF 文件之后，数据面板的数据区域将会显示文件所包含的个体信息。用户可以

直接点击表格中的勾选框以选择你感兴趣的个体。 按钮可以对现在勾选的情况，

进行反选操作。 

如果用户希望一次性选择多个个体，可以将包含个体名称的文本文件通过点击 Setting 

individuals 栏目下的 Open 按钮将文本文件输入进去。注意文件的后缀名需要为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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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定分析的目标区域 

用户可以通过设置 included and excluded chromosomal regions 中的选项来控制想要分析

的 目 标 区 域 。 区 域 的 设 置 格 式 我 们 支 持 BED 文 件 格 式 ， 详 见

https://genome.ucsc.edu/FAQ/FAQformat.html#format1。 

  

https://genome.ucsc.edu/FAQ/FAQformat.html#forma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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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F snapshot  

VCF snapshot 界面左侧每个选项和参数。 

 

File 进度条: 

  1）用于指示当前显示数据处于整

个文件的大概位置，用百分比表示。0%代表文

件开头，100%代表文件末尾。 

  2）直接拖动进度条就可以改变显

示在右侧表格上的数据，例如：拖动至 20%表

格上就会显示该文件 20%位置对应的数据文本。

拖动至 100%，则会从文件末尾开始显示数据，

即显示数据中最后一条数据就是文件中最后一

条数据。 

  3）点击%左侧的箭头也可以改变

数值，用于精确调整操作。但 点击箭头后不会

立即刷新右侧表格中的数据，需要再次手动点

击 Show Data 才会更新数据。 

 

Begin pos 以及 End pos： 

  1）分别用于指示 当前显示数据

第一条数据的具体位置 和 当前显示数据最后

一条数据的具体位置。 由 染色体号：具体位

置 组成。 

  2）当拖入文件类型为 VCF Block

压缩文件时，Begin pos 以及 End pos 变为可编

辑，修改为您想要跳转的染色体号和位置，点

击下方的 Show Data，右侧表格会显示对应的数

据。(Begin pos 不能大于等于 End pos) 

 

Num of lines shown： 

  用于设置显示数据的总行数，如

果拖入文件是 VCF Block 压缩文件，且手动设置过 Begin pos 以及 End pos，并点击 Show Data

重新加载过数据，则此项无效。 

 

Columns Shown： 

1） 用于设置显示数据的列数，例如：取消勾选 ID，点击 Show Data 或者拖

动进度条刷新右侧表格数据，ID 这一列会被隐藏。 

2） ALL SELECTED SAMPLES： 

如果勾选此项，则会显示所有的在 My data 中勾选的 Samples，且 MAX 

Samples Shown 值无效。 

3） MAX Samples Sh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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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设置显示数据中 Samples 的最大个数，如果文件中 Samples 个数

小于设置的 Samples 个数，则以文件中 Samples 个数为准。 

 

 Position Format：用于设置显示数据是否用“ ，”分割数字，此项仅对 POS 列生效。 

 

补充： 

1） 当 My data 中存在多个 VCF 文件时，snapshot 永远只会读取第一个文件，

显示的数据也是第一个文件的数据。 

2） 只有 VCF Block 压缩文件支持手动填写 Begin pos 以及 End pos 跳转显示数            

据，普通 VCF 文件无法修改 Begin pos 以及 End pos。 

3） 在手动填写 Begin pos以及End pos并 Show Data之后File 进度条不会更新，

File 进度条指示的值也不是当前显示数据在整个文件中所处百分比位置。 

4） 当手动输入的 Begin pos 以及 End pos 的值在文件中无法找到完全对应的

数据时，snapshot 将自动选择文件中存在的 且 距输入值最近的数据作为显

示数据范围。例如：手动输入 Begin pos：21:941000，End pos：21:951000。 

若文件中只有 21:941001 以及 21:950999，那 21:941001 以及 21:950999 就

是显示数据范围。 

5） 当文件类型为 VCF Block 压缩文件时，无论何时点击 Show Data，都会优

先判断 Begin pos 以及 End pos 是否和 右侧表格显示数据完全一致，若完

全一致 才会获取 File 进度条的数值进行跳转。否则 按照 Begin pos 以及

End pos 数值进行跳转。 

6） 将鼠标放至每一列的表头，按住鼠标左键可以拖动调节每一列的宽度。 

除了前 9 列之外，其他的 Samples 列，宽度相互绑定，例如：调整了第一个

Samples 列的宽度，后面所有 Samples 列宽度也会相同改变。 

7） 当拖入文件是 Block 压缩的文件时，eGPS 会自动创建其对应的 tbi 索引文

件，此过程中 snapshot 按钮为禁用状态，需要等 tbi 索引文件创建完成才可

使用 snapshot 功能，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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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支持在 My data 界面中 Sample Information 选择您想要显示的 Sample ID，不

勾选则代表 snapshot 中不显示该列。 

例如：取消勾选 HG0096 HG0097 HG0099 这三个 Sample，snapshot 显示数

据时会过滤掉这三列，如下图所示。 

  →    

 

9） 当您成功拖入一个 VCF 文件并打开 snapshot 之后，删除 My data 中被

snapshot 引用的文件，会导致 snapshot 中 Show Data 按钮 以及 File 进度条

被禁用，直到 My data 中有可用VCF 文件才能刷新 snapshot 表格中的数据。 

10） 当您成功拖入一个 VCF 文件并打开 snapshot 之后，删除 My data 中被

snapshot 引用的文件，并重新添加另一个新的 VCF 文件，再切换回 snapshot

时，snapshot 会自动刷新表格中的数据，这时显示的数据是新的 VCF 文件

的数据。 

 

VCF tools 过滤参数 

位置过滤 

染色体（Chromosome）<字符串> CHROM 的标识符 (e.g. 1;2;3) 

包含有与 CHROM 匹配的标识符的位点。可以输入多个分号分隔的值来包含多个染色体。 

From-bp <整数> 位置。(e.g. 12345) 

为要处理的位点范围指定一个下限。位置小于此值的位点将被排除在外。这个选项只能与一

个染色体结合使用。这个选项可以与 To-bp 一起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 

To-bp <整数> 位置 (e.g. 12345) 

为要处理的位点范围指定一个上限。位置大于此值的位点将被排除。此选项只能与一个染色

体一起使用。这个选项可以与 From-bp 一起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 

待排除染色体（Not-chromosome）<字符串>CHROM 的标记 (e.g. 1;2;3) 

将排除有与 CHROM 匹配标记的位点。可以输入多个用分号分隔的值来包括多个染色体。 

位点（Positons）<文件名> 

根据文件中的位置列表包含一组位点。输入文件的每一行都应该包含一个(制表符分隔的)染

色体和位置。以“#”开头的行是命令行，将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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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排除位点（Exclude positions）<文件名> 

根据文件中的位置列表排除一组位点。输入文件的每一行都应该包含一个(制表符分隔的)染

色体和位置。以“#”开头的行是命令行，将被忽略。 

间隔（Interval） <整数> 两个位点最小距离的. (e.g. 50) bp,kb,mb 

确保没有两个位点在彼此指定的距离内。 

 

质量过滤 

最小质量得分（Min quality score）<float> 质量评分 (e.g. 20.0) 

仅包括质量得分高于设定阈值的位点。 

 

变异类型过滤 

只保留 SNPs（Keep only SNPs） 

留下含有 SNP 的位点。 

除去 SNPs（Remove SNPs） 

除去如下 SNP 位点。 

只保留插入或缺失（Keep only indels） 

留下含有插入或缺失的位点。 

除去 indels（Remove indels） 

除去含有插入或缺失的位点。 

保 存 结 构 变 异 （ Keep structural variants ） < 字 符 串 > 关 键 词 为 ALT. (e.g. 

DEL;DUP;DUP:TANDEM;CNV) 

留下含有特殊结构变体的位点。可以输入多个用分号分隔的值来包括几种结构变体。 

除 去 结 构 变 异 （ Remove structural variants ） <string> 关 键 词 为  ALT. (e.g. 

DEL;DUP;DUP:TANDEM;CNV) 

排除含有特殊结构变体的位点。可以输入多个用分号分隔的值来包括几种结构变体。 

 

位点 ID 过滤 

位点 ID（Site ID）<字符串> 位点 IDs. (e.g. rs6054257; rs6040355) 

包含匹配 ID 的一个或多个位点。 可以输入多个用分号分隔的值来包括几种 SNPs。 

位点 （Sites）<文件名> 

留下文件中给定的位点列表。该文件应含有位点的 ID 列表，每行有一个 ID。以 "#" 开头

的行是命令行, 将被忽略。 

排除位点（Exclude sites）<文件名> 

除去文件中给定的位点列表。该文件应含有位点的 ID 列表，每行有一个 ID。以 "#" 开头

的行是命令行, 将被忽略。 

 

筛选标志过滤 

除去已筛选的所有（Remove filtered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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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PASS 外，除去所有带有带有筛选标志的位点。 

 

保留过滤（Keep filters）<字符串> 过滤标志 (e.g. q10;q20) 

留下标记有特定筛选标志的所有位点。可以输入多个用分号分隔的值来指定多个过滤标志。 

 

删除过滤（Remove filters）<字符串> 过滤标志 (e.g. q10;q20) 

除去标记有特定筛选标志的所有位点。可以输入多个用分号分隔的值来指定多个过滤标志。 

 

INFO 字段过滤 

保留 INFO（Keep INFO） <字符串> INFO 标志  (e.g. AA;AC) 

留下具有特定信息标志的所有位点。此选项仅筛选标志的存在, 而不筛选其值。可以输入多

个用分号分隔的值来指定多个 INFO 标志。 

 

除去 INFO（Remove INFO） <字符串> INFO 标志  (e.g. AA;AC) 

除去具有特定信息标志的所有位点。此选项仅筛选标志的存在, 而不筛选其值。可以输入多

个用分号分隔的值来指定多个 INFO 标志。 

 

等位基因过滤 

MAF <float>  MAF 的下限  (e.g. 0.2) 

只留下等位基因频率小于或等于这个值的位点。此选项可以与 Max MAF 一起使用，也可以

单独使用。 

 

最大 MAF（Max MAF ）<float>  MAF 的上限 (e.g. 0.8) 

除去等位基因频率小于或等于这个值的位点。此选项可以与 MAF 一起使用，也可以单独使

用。 

 

最小等位基因（Min alleles） <整数>等位基因的下限 (e.g. 2) 

只留下等位基因数量大于或等于此值的位点。此选项可以与 Max alleles 一起使用，也可以

单独使用。 

 

最大等位基因（Max alleles ）<integer> 等位基因的上限 (e.g. 3) 

只留下等位基因数量小于或等于此值的位点。此选项可以与 Min alleles 一起使用，也可以

单独使用 . 

 

Genotype Value 过滤 

最小平均 DP（Min meanDP） <float>  DP 的下限. (e.g. 50.0) 

只留下平均深度值大于或等于此值的位点(对于被处理的每一个对象)。此选项要求每个位点

都包含“DP”格式标签。这个选项可以与 Max meanDP 一起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 

 

最大平均 DP（Max meanDP） <float>  DP 的上限  (e.g. 50.0) 

只留下平均深度值小于或等于此值的位点(对于被处理的每一个对象)。此选项要求每个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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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包含“DP”格式标签。这个选项可以与 Min  meanDP 一起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 

 

HWE <float> 

使用卡方检验或 Fisher’s 精确检验(编程时选择一种方法)评估哈迪-温伯格均衡（HWE）的位

置。p 值低于此选项定义的阈值的位点将被视为不属于 HWE 而被排除在外。 

 

最大丢失值（Max missing） <float> 丢失数据的上限 (e.g. 0.8) 

根据缺失数据的比例排除位点(定义为 0 到 1 之间，其中 0 表示允许位点数据完全缺失，1

表示不允许位点缺失数据)。 

 

Phased 

排除所有包含非分阶段基因型的位点。 

VCF analysis  

当数据面板存在数据的时候，我们可以进入各个分析面板以分析数据。每个数据分析模块，

有四个公共参数。 

参数（Parameter） 说明（Annotation） 

Window size  一次分析染色体区域(即窗)的长度。窗口大

小通常从几百个碱基对到几千个碱基对不

等。 

Window step  窗口沿着染色体滑动的碱基对的数目。如果

窗口步长小于窗口大小，则窗口会重叠，并

给出更详细的信息。 

Minimum quality score  只包含质量分数高于此阈值的位点。 

质量分数= -10*log(1-p)其中 p 是给定读取数

据的变量出现的概率。例如:99%置信度(1%

错误率)=质量分数 20 分;99.9%的置信度

(0.1%的错误率)=质量分数 30。 

Output with P-value  如果设置此参数, 输出文件将包含一值为 

p 值的列。P 值计算方程是其值的等级划分

总大小。 

 

除此之外，软件的全局设置中还有一个设置 Insdel & missing data 处理方式的选项，如下图

所示。 

 

在计算统计量时： 

用户可以设置 indel 的处理方式：ins/dels ignored 表示只考虑点突变；ins/dels treated as fifth 

nucleotide 表示将 indel 当成第五种核苷酸。 

同时也可以设置对于基因型缺失情况的处理方式，用户可以设置对于缺失数据的容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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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tic diversity  

这里有两个勾选框，供用户选择所需要计算的多样性统计量。分别为 Watterson’s theta 和 Pi。 

 

Watterson’s theta 是描述种群突变速率的参数(1)。它是通过计算多态位点的数量来衡量种群

突变率 (i.e. 4Ne*μ)  的指标, 其中 Ne 是每代的有效种群大小，μ是每个位点每一代的突变

率。 

 

Pi 是在对样本中的序列进行两次成对比较时发现的 SNPs 的平均数量并除以所考虑区域

的长度的值。  

 

Neutrality test  

这里有四个勾选框，供用户选择所需要计算的中性检验的统计量。分别为 Fu & Li’s D (2), 

Fu’s Fs (3), Fay & Wu’s H (4), and Tajima’s D (5)。 

 

在 Ancestral state 一栏中，可选择祖先状态的推断方式，默认是将 VCF 文件中 REF 字段的

值设置为祖先状态，即 Ref alleles as ancestral alleles。No ancestral/derived alleles inferred 表

示不推断祖先状态来计算，此时 Fu’s Fs 统计量将不可用，因为它需要祖先状态。Ancestral 

alleles inferred from outgroup 表示从外群推断 allele 的祖先状态，此时需要提供一个与 VCF

同名但是后缀名不同的 MAF 文件，这个文件包含 VCF 所描述的物种。软件将会从输入文

件所在的目录去寻找相应的 MAF 文件。 

若 Ancestral alleles inferred from outgroup 被勾选 Outgroup information 一栏将启用，用户可设

置参考基因组与外群基因组的组装名称（genome assembly）。 

 

HKA score 

此方法通过两个不同物种群体来计算中性检验的统计量(6, 7)。它需要提供的是两个不同物

种所组成的群体的个体名称文件。用户需要将个体名称放入并且将文件以 txt 后缀结尾。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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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位点: 种群之间的替换或种群内多态性。 

如果种群之间的替换 (发散) 为 0, 我们也会删除该窗口。如果在种群内部的替换为 0, 我

们将其设置为 0.1, 则利用其全部信息。 

PBS value  

此方法通过三个不同物种群体来计算中性检验的统计量(8)。它需要提供的是同一个物种不

同群体的个体名称文件，第一个群体是推断阳性选择的目标群体。用户需要将个体名称放入

并且将文件以 txt 后缀结尾。 

参数 

SNP 密度阈值： 

当位点满足大于(1.0 - P00)时所考虑的最小 SNP 频率。P00 是基因组区域单型位点的频率。 

FST Static   

计算同一个物种的两个不同群体间的 fixation index (9)。它需要提供的是同一个物种两个群

体的个体名称文件。 

转录组学 

circRNA viewer 

本模块可以可视化从头鉴定出来的 circRNA。其具体方法及引用如下(10-12)。示例教程对于

界面元素做了一些说明，这里主要介绍一下此模块中的 Filter parameters 一栏。此处的操作

主要是过滤不符合条件的 circRNA 以显示用户需要的 circRNA。各个参数都可以在软件的提

示信息(tooltip)中查到。 

过滤参数（Filter parameter）          说明（Annotation） 

min expression 可视化 circRNA 表达量的最小值 (BSJ read 数量)。默认值

为 10。 

max expression 可视化 circRNA 表达量的最大值(BSJ read 数量)。默认值

为 999999999。 

top total expression 将所有环形 RNA 按照表达量从大到小排序，可视化那些

占全部 BSJ reads 数量 X%的高表达环形 RNA。 

top expression 可视化表达量排名前 X%的 circRNA。                              

max isoform 输出 circRNA 可变剪接体的最大数量，默认为 10。高值会

使量化变慢。 

chr-region 只可视化位于基因组坐标上 chr:start-end 范围内的环形

RNA。默认值为空，没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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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A-seq 数据分析 

本软件的 RNA-seq 分析模块可以进行下游分析：查找差异表达基因。 

首先需要提供一个数据文件，该文件的后缀为 .rnaExp ，里面的数据是一个表达量矩阵，

例如 FPKM。行名表示的是基因，列名是各个不同的实验条件。若里面含有缺失数据，我们

将会丢弃这一行。其次还要提供一个包含样本信息的文本文件，该文件的每一行对应表达量

矩阵的列名。 

当前我们支持对两种实验的条件下产生的数据进行差异基因表达的分析。 

我们以示例文件执行一遍下面的过程： 

导入 simulate.rnaExp 文件，在中间的信息区域点击 Open 按钮导入包含样本信息的文本文件

simulateSampleInfo.txt。否则将无法进入模块。 

 

点击 DEG-RNA seq 按钮进图模块。 

我们将以火山图来显示最后的结果。共包含连个参数，第一个是差异表达的方法，现在我们

提供了 t test 与 wilcoxon signed rank test。第二个是计算 Fold change 的方法，我们有三种计

算方式可供选择。下面是最终生成的图，该图也是高度交互式的，操作同 DEG-mass specturm

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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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组学 

 

双样本蛋白质组学表达差异分析的各个参数都可以在软件的提示信息(tooltip)中查到。其具

体方法及引用如下(13)。该分析方法主要包含如下参数： 

参数（Parameter） 说明（Annotation） 

Norm flag / 

Win size 扫描比率强度图的滑动窗口大小（类似于

M-A 图广泛用于微阵列数据分析）。默认值

为 400 个蛋白质。 

Step size 滑动窗口的步长。默认值为 100 个蛋白质。 

central 利用窗口强度变化最弱的蛋白质片段来模

拟技术变异。它们被认为主要由无差异表达

的蛋白质组成。默认值为 50% (不推荐高于

60%或低于 30%的值)。 

 

第三部分：数据的可视化与探索 

eGPS tree viewer 

eGPS 实现了一个高度交互式的进化树可视化模块。 

工具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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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e viewer 将会用到的工具栏由四部分组成，以 | 线分隔。第一部分包括打开输入文件（因

为 eGPS 的输入文件统一在 Data Panel 管理，所以此按钮在这个选项卡中将不可用），保存

和打印当前树。第二部分包含剪切，复制，粘贴和删除节点的功能，用户需要选定一个内节

点或者叶子节点才能使用这一部分。第三部分是将树放大或者缩小。第四部分包括 un-do 和

re-do 功能，使用户可以轻松看到装饰或修改的效果。前四个部分的功能与菜单栏中的相应

菜单项相同。第五部分的作用是格式化分支和叶子标签。可以通过选择特定项目来更改所选

叶子标签的字体和字体大小。可以通过选择特定颜色来更改所选分支和叶标签的颜色。 

 

左侧工具栏 

左侧操作导航栏包含了一些常用的树的操作，例如树布局，缩放和旋转，分支和叶标签的选

择和格式化，进行分段注释和自展值的显示等。 

 

布局（Layout） 

在系统发育树的可视化编辑模块中，不同的布局方式，矩形

(rectangular )，斜状(slanted)，圆形(circular )和放射状(radial)具

有不同的适用范围，用于满足用户不同的需求。eGPS 实现了四

种不同的布局方式，其中矩形布局方式支持用户选择分支图

(cladogram, 不考虑枝长信息)或者谱系图(phylogram，考虑枝长

信息)。用户点击 Align Taxon 勾选框即可切换两种布局方式。 

在布局构建完毕后，需要考虑布局的旋转和缩放，需要注意的

是，不同的布局方式拥有不同的旋转和缩放策略。对于矩形和

斜状布局来说，用户可以对系统发育树进行向左或者向右 90 度

旋转；对于圆形和放射状布局来说，用户可以对系统发育树进

行 0 到 360 度之间任意角度旋转。在系统发育树的放大缩小方面，通过响应鼠标滑动事件对

树进行整体放大或者缩小的策略适用于所有布局，而水平与垂直放大策略适用于矩形和斜状

布局。 

 

操作（Operation） 

 

 

 

 

 

当用户单击选择了一个内部节点后（显示浅蓝色矩形表示该项目被选择），可以通过单击

‘Select Clade’ button ( )，‘Select Branches’ button ( ) 或‘Select Leaf Labels’ button ( )来分

别选择整个分支与叶标签，仅选择分支或仅选择叶标签。‘Swap Leaf Labels’ button ( )用于

以相反顺序显示叶标签，并且此操作被定义为树形修改操作之一。 

‘Reroot Tree’ button ( ) 用于使用当前选定的内部节点或叶子进行中点生根。  

The ‘Ladderize Up’ button ( )用来把整棵树或特定的分支向上一级。 

The ‘Ladderize Down’ button ( )用于沿整棵树或特定的分枝向下一级。要沿着整棵树向上/

向下爬梯，首先要选择树根。选择特定枝的内部节点对特定枝进行向上/向下爬升。上下梯

操作定义为两种树形修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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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 button ( )打开以下对话框以搜索特定叶标签。当树中的物种/分类群数量很大时，

它非常有用。 用户可以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叶标签（下拉菜单中的 ‘All leaf labels’ 项用于选

择所有叶标签，这将导致选择所有标签），或者他们可以在文本框中输入关键字来搜索符合

条件的标签。可以基于正则表达式自动选择符合条件的多个叶标签。 

 

 

展示（Display） 

单击选择分支 (出现两个浅蓝色的小矩形) 后, 通过单击左图中显示的按钮, 可以轻

松更改所选分支的分支宽度和样式。默认情况下, 单击这些按钮将更改所有树分支的

宽度或样式。树视图提供了三种不同的分支样式, 用户可以一次或多次单击分支样式

按钮依次更改分支样式。 

  单击选择叶子标签(出现淡蓝色边框)后，可以通过在

工具栏中选择特定的项目来改变所选叶子标签的字体面和字体大小。此外，左图

所示的按钮可用于增加/减少字体大小，使所选的叶标签加粗或斜体化所选的叶标签。要取

消选择特定的叶标签，用户可以单击标签附近的空白区域。默认情况下，这些按钮将更改所

有叶标签的样式。 

通过按住 Ctrl 键并单击它们，可以选择多个分支或叶子标签(选

择整棵树最方便的方法是使用搜索对话框)。然后可以同时修改所选

树枝或叶子标签的颜色和其他属性。默认情况下，整棵树的树枝或

叶子标签的颜色将会改变。 

 

 

 如果步长值的信息可用, 则单击 "显示或隐藏引导值(‘Show or Hide Bootstrap Values’ 

button )" 按钮 ( ) 后将出现一个对话框。 

 

在数字视图中, 步长值显示为数字。热像仪以图形方式在两个彩色温度计中显示步长值, 温

度计的颜色可以很容易地改变。在三区间视图中, 步长值将根据其值分为三组。然后, 每个

组都表示为一个彩色圆圈。如预期的那样, 温度计的颜色和代表三个组的圆圈可以由用户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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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仅适用于右侧面板（‘Only for right panel’）" 选项用于确认是否仅在右侧面板中显示步

长值。 

✓ 打开或关闭叶子标签（‘Turn on or off Leaf Labels’）" 按钮 ( ) 用于打开或关闭整棵树

的叶子标签。如果叶子的总数大于 100 个, 叶子标签将自动关闭。 

✓ 如果分支长度的信息可用, 则使用 "打开或关闭分支长度（Turn on or off Branch Length）

" 按钮 ( ) 来打开或关闭分支长度。 

✓ "打开或关闭根（Turn on or off Root）" 按钮 ( ) 用于打开或关闭矩形布局的根边缘。 

 

 

右键弹出菜单（popup menu） 

 

选中内节点弹出菜单： 

 

 

此菜单包含五部分：第一部分可以帮助用户选择分支与叶子节点。从上到下依次是选择此节

点下的所有分支与节点；仅选择分支；仅选择叶子节点。第二部分同工具栏。第三部分同操

作栏。对于第四部分，第一个条目是添加注释，可以在节点上条件注释或者在边界区域添加

注释。第二个条目是取消之前添加的注释。第三个条目是讲这个内节点极其子节点与边在另

一个选项卡中显示。第五部分共一个功能，表示在此节点旁增加一个 sibing 节点。 

 

选中叶子节点弹出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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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菜单包含三部分的功能：第一部分的功能从上到下依次是，重新命名叶子节点；改变叶子

标签的颜色；将叶子节点显示为一张图，而非字符串；和同等级的 sibling 交换位置；隐藏

或者显示当前选中标签；隐藏或者显示其它标签。第二部分功能同工具栏。第三部分功能为，

添加一个或多个同级叶子节点。添加一个或者多个子节点作为叶子节点。最后一个是 re root，

同 Display 面板。 

Alignment viewer 

示例教程已经给出了全部的用法，请看示例教程—查看 Alignment 信息。 

 

Evolutionary distance viewer  

当软件显示了配对的进化遗传距离之后，Decimal places 可以指定

小数点的显示位数。Upper Right 和 Lower left 可以显示距离矩阵

的位置，在右上方或者左下方。 

 

在基因组浏览器中查看基因组区域与候选基因 

Genomic region and candidate to genome browser 

组学的分析方法都可以得到很多的显著基因组区域与候选基因，借助于 eGPS 用户可以从这

些地方跳转到基因组浏览器。可以通过点击 Option | Preference | genome browser 计入设置

面板。Favorite genome browser 选项可以选择您想去的浏览器，现在我们支持 UCSC 与

Ensembl 两个浏览器，及其镜像。同时用户需要选定一个物种，这个物种需要被相应的基因

组浏览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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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图绘制 

 

热图、点图、线图、韦恩图是常用的数据可视化手段。 

热图的基本知识： 

对于一个数据矩阵 M = {x_ij}，令 min 为矩阵 M 的最小值，max 为 M 的最大值。然后定义

一个渐变的颜色条，例如从白色到红色。那么 min 对应的颜色是白色，max 对应的是红色，

其它的值 x_ij 按照线性对应关系显示相应的颜色。这就是热图，在原理上仅此而已！ 

所以，对于一个热图，有些操作是绝对没有什么意义的：例如 

➢ 把热图中的一块拖出来。 

➢ 把热图中的一块颜色我们人为改变。 

 

热图默认的界面显示参数为：会显示每个格子的边界(border)，行名，列名与图例(legend)。 

 

左侧参数栏说明 

一、便捷操作 

 

第一个是自适应，当改变窗口大小的时候可以按此按钮自

动适应窗口。第二个是重新把所有参数设置为默认状态。

第三个是输入矩阵的转置。第四个是重新读取文件以生成

新的热图，这个选项专门为命令行运行而生，用户可以直

接修改绘制参数，重新读取文件，这样就可以一次性更改多个参数。第五个是随机生成热图

的配色方案。第六个是存储当前参数与数据，类似于打游戏时候的存档，第六个是恢复，存

档后可以直接恢复。第七个是导入进化树文件，在左侧排布上进化树，注意进化树的 OUT

名字和数量得和所有行名保持一致。 

 

新增 Cell Properties 栏目，可以调节每个格子的配色与格子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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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变换 

 

Data Transformation: 是各种对行的数据变换，若需要

对行进行变换，请先转置。 

 

Z-score 是标准的正态化变换；Min-Max scaling 是(x_ij 

–min) / (max - min) 变换；还有常规的 log 变换与

Cox-Box 变换，对于此变换我们现在实现的策略是：

当 该 行 数 据 全 部 大 于 0 时 ， lambda 依 次 取 值

{-2,-1.5,-1,-0.5,0,0.5,1,1.5,2} ， 然 后 用 Kolmogorov 

Smirnov Test 检验数据的正态性，取最符合正态性的

lambda 值，最终给出平均值。 

 

 

 

 

 

 

 

三、层次聚类 

 

Hierarchical Clustering：是针对层次聚类的

选项。 

 

这里总共有三大类参数，第一个是层次聚类，

Element 中的组件值的改动会触发聚类操作。 

当选择任意一个非 ”No cluster”选项时，后

面的参数都会启用。 

 

用户可以选择对行聚类，对列聚类或者都聚

类。层次聚类有两个重要参数，包括距离矩

阵的计算方法与 Linkage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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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K-Means 聚类 

 

K-Means Clustering: 是利用 K-Means 方法

进行聚类。 

 

前三个按钮分别表示对那些对象进行聚类。 

 

 

 

Distance meteric 、Number of clusters 和 

Maximun iterations 三个参数是 K-Means 聚

类常用的参数。 

 

当存在层次聚类的时候，点击 Re arrange 

order 处的 set 按钮可以重新根据聚类信息

来排列。 

 

 

 

 

 

 

 

 

 

五、 展示 

 

Display 是针对界面效果的选项： 

 

首先是 Data values , 该选项表示是否显示每个

热图格子的数值。Value status 中的组件值的改

变会触发热图的更改。Number of decimals 表示

显示的小数位数；Partial bounds factor 针对

Partial Ori.与 Partial Pre. 选项而设。当选择此选

项时：minValue<= x <= minValue + factor and 

maxValue - factor <= x <= maxValue 会被显示

出来。这个选项主要是针对人们往往对那些极端

的值很有兴趣。 

 

第二个是 Border 选项。点击 Check box 组件会

触发更新操作。用户可以点击 Col 按钮更改颜色。 

 

第三个是 Legend 选项。点击 Check box 组件会

触发更新操作。Legend 的大小会根据所设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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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和宽进行绘制。 

 

第四个和第五个是对行名与列名的操作，同样点击 Check box 组件会触发更新操作。这些操

作会根据旋转角度、字体与颜色来进行。 

 

第六个是对格子的形状与颜色进行配置，热图最重要的配色方案可以在这里进行设置。我们

预置了一些配色方案，同时我们支持用户自己进行配色。选择 costumed 选项可以自己配置

颜色，详细的使用请见下文。 

 

 

 

 

 

 

 

 

 

 

 

 

 

 

六、热图配色器 

 

当点击 display options  参数栏中的 Cell 

→ Color scheme → costumed 参数后可

以掉出热图模块中的颜色配置器。 

 

最顶层是渐变颜色的预览，当配置完颜色

后可以直接在这里预览。 

 

之后是一个颜色分配器，用户可以新增或

者删除颜色坐标，每个颜色坐标都可以重

新设置颜色。特别的，我们实现了一个全

屏幕的取色器，可以方便用户从其它地方

去取色。 

 

再下面是一个默认的取色器，可以从样本、

HSV、HSL、RGB、CMYK 子栏目中获取

颜色。 

 

取完的颜色会在这里显示预览。 

 

最后是相应的按钮，Screen color pi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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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换起全局的颜色选择器，之后是一个颜色的 RGB 值。点击 OK 按钮会在热图上应用当

前的渐变色。 

 

七、布局 

 

 

最后的 Layout 选项栏，我们当前实现了

rectangular 的布局。 

 

首先是对聚类形成的树的控件位置的分配。

因为我们的热图本身是高度交互式的，所以

这里只是显示了当前分配的一些结果。 

 

 

设置单个 gap 的大小，当设置了 gap 时可显

示效果。 

 

重新设置格子大小。 

 

 

新增环形布局，可将热图进行环化。 

 

交互式设计： 

下面介绍热图的交互式功能，我们将以导入 testData_withParameters.eheatmap 文件之后的热

图为例进行讲解。 

当鼠标单击聚类树的节点时，可以选择相应的 cluster。右键点击时会弹出如下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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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是新增注释，右边的 CellType、GeneClass 即为注释。左边树新增的话会显示为行注

释，上面的树会新增为列注释。第二个是输出 cluster 信息，此信息会以行名或者列名的形

式输出为单个文件。第三个和第四个是移除注释，第五个和第六个是移除 gap。 

 

当鼠标单击图中注释标签时，会显示选中状态，此时按“Delete”键可以删除单个注释。 

 

当鼠标单击格子时，会显示激活状态。拖拽格子，激活选择状态时，可添加 g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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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鼠标拖拽批量选择行名或者列名时，也可以设置注释标签。不同的是，它多了可以加载到

已有标签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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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图的特色： 

 

本模块有如下的特色： 

 

➢ 要能够进行数据的变换，包括： 1）转置；2）各种归一化变换 

➢ 支持大型矩阵的可视化 

➢ 支持行或者列的添加标签 

➢ 可以层次聚类，Kmeans 聚类等 

➢ 可导入进化树，与热图并存 

➢ 支持分块，添加 gap 方便 

➢ 高度交互式，可拖拽排列图形元素 

➢ 好用的颜色配置器来设置配色方案 

➢ 同时还可以脚本化运行，通过类似命令行的方式来运行 

 

具体动画演示可直接进入 Bilibili 观看： 

https://space.bilibili.com/479371629/channel/detail?cid=92544 

 

文本编辑器： 

作为一个综合性软件，eGPS 有属于自己的编辑器。 

对于生物数据而言，单个文件经常会超过 1 个 G。很多时候我就想看看里面的内容，奈何一

拖进软件就因为文件太大而没有了响应。 

 

现在我们有了 eGPS 的 Editor 模块，理论上任何文本文件都可以由我们来查看。例如我们现

在拖入一个 10 个 G 的 VCF 格式的文件，注意它是 10 个 G！然后拖入 eGPS，界面如下图

所示。 

 

https://space.bilibili.com/479371629/channel/detail?cid=92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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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进入模块界面，等建立完索引，我们可以正常的查看大型文件。 

不仅如此，我们的 Text editor 还支持编辑操作，编辑完之后还可以保存更改。 

编辑操作包括，复制、剪切、粘贴、删除、撤销、更改等，还支持全局替换和文件行号的跳

转。 

 

例如我们再试一个 1.6 个 G 的 fasta 文本文件，我们可以很丝滑地拖动到最后的两千多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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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File -> Save As 可以保存文件。 

 

点击 Edit -> Find/Replace 即可调出搜索面板进行搜索。 

 

点击 Edit -> Go to line 即可调出跳转面板。 

韦恩图： 

一 韦恩图的原理 

有若干集合，用一图显示其交、差、并等关系的图，即为韦恩图。通俗地讲：交集就是两个

集合共有的元素所组成的集合；差集就是一个集合中有而另一个集合不存在的元素的集合；

并集就是两者之一所含有的元素的集合。以上就是全部原理。 

 

一般有两种类型的韦恩图，传统的用各个圆圈的排布组合所形成的图形。还有就是 Upset

图，前几年兴起的一种图形。当显示的集合数量过多时，前者已经不再适用。但是传统的韦

恩图也有其好处，2-3 个集合的时候可以根据大小显示，而且其包含、交叉关系更加直观。 

 

二 输入格式 

本模块的输入格式为以 tab 键分隔的文本文件，根据集合元素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种具体的类

型。第一种是 String 类型，下面是一个示例内容： 

 

第一列固定为集合名称，后面几列为具体的元素。 

第二种是 Genomic region 类型，下面是一个示例内容： 

set1 a b c d e f g 

set2 a b c h i j 

set3 a b c k l m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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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类型与 String 的区别在于所有元素是以逗号分隔的基因组区域。 

 

二、快速上手： 

如果不想看文字版的描述请移步，下面的视频适用于 eGPS v1.8 及更早版本。 

[Bilibili](https://space.bilibili.com/479371629/channel/detail?cid=95839) 

 

打开软件，依次点击菜单栏的 iTools --> Venn diagram 进入模块。 

 

 

1. 输入数据 

 

有两种方式可以输入数据： 

第一种是从文件中导入，点击 Import file 按钮即可弹出对话框。鼠标悬停在按钮上时可以

看到输入文件应该具有的格式。注意在导入数据之前，你需要根据需要选择你的内容是

Single string 还是 Genomic regions。 

 

第二种是很方便快捷型的方式，直接在内容面板的输入框中粘贴字符串即可。 

如果想看示例数据，请直接点击 Display example 按钮。 

进入模块后，我们已经准备了测试数据，数据位于 Import content 区域。 

 

输入数据之后，点击下面的 View venn diagram 进入可视化界面。 

 

2. 参数设置 

首先显示的是传统的韦恩图 Classical venn plot。 

Set1 chr1,100,201 chr1,200,301 chr2,301,401 chr2,501,600 

Set2 chr2,301,401 chr2,501,600 chr3,300,401 chr4,450,500 

Set3 chr2,301,401 chr4,45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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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按钮或者点击左侧的 Upset plot 按钮进入 Upset plot 可视化界面。左侧控制面板的所

有按钮都是交互式的，可以直接点击看效果，这里不在赘述。 

 

Exporary Analysis 一栏的功能，请看下文的介绍。 

 

对于初次使用者，还有一个 Plain text info. 的 tab，这里直接以字符串的形式显示了多个集

合交集的情况。在顶部我们还提供了 Jarcard index，这用来表征输入集合的相似性。 



73 

 

 

 

3. 出图保存 

点击工具栏上的保存按钮即可保存。我们支持 png, svg, pdf 等格式。 

 

三、eGPS 的优势 

那我们有什么优势呢？简单、方便、交互式！学习成本低！ 

 

如果不想看文字版的描述请移步，下面的视频适用于 eGPS v1.8 及更早版本。 

[Bilibili](https://space.bilibili.com/479371629/channel/detail?cid=95839) 

 

1. 灵活便捷的数据输入与三种形式的信息展示快速切换 

传统韦恩图，Upset plot 和文本格式的展示方式可以很方便地展示集合之间的情况。正如标

题所述，数据输入与出图相辅相成。“所见即所得”。 

 

2. 不仅支持简单的字符串，还支持基因组区间 

用户可以在输入面板中，Content 处选择 Genomic region，然后再点击 Display example，查

看该个功能的效果。 

 

该功能的原理：功能上仅仅是将 simple string 的字符串中的相等规则的判定更改。原先是比

较两个字符串是否内容一致，现在成了两个要比较的区间是否是重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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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图形是高度交互的，而不是静态的图片 

便捷操作 

 

第一个选择框：是否展示左上角的饼图 

 

饼图的绘制原理：最内部的灰色的圆代表的是所有集合的并集。外面的每一圈都代表各个集

合在并集上的分布。从外向内的圆环分别对应从下到上的 left bar。 

 

第二个选择框：是否展示图例 

第三个选择框：是否显示上面柱子的具体的数值。 

 

第一个按钮：自适应屏幕，当改变软件窗口大小的时候，点此按钮重新出图。 

第二个按钮：随机化所有柱子颜色。 

第三个按钮：删除上面为数值为 0 的所有柱子。 

第四个按钮：查找元素所在的集合，若在该个集合，则会以选中的形式出现。 

 

Display Options 

这些操作顾名思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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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支持在图形区域的交互式操作： 

 

左键单击可以设置若干元素的选中状态，支持 Ctrl 键连选。选中后可点击工具栏上的 change 

color 选项改变颜色。下图是改变颜色的操作界面。 

右键单击圆圈或者竖直的柱子可以用五角星标记目标交集。 

 

双击竖直的柱子或者圆圈所在的位置可以显示具体的元素内容。 

 

双击 title 与 name 可以改内容。 

 

传统韦恩图可以通过点击图例选中目标集合。 

传统韦恩图的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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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交互式拖拽图形，适合微调一些视觉元素。 

在 Upset plot 中可以拖拽各个区域的边界，调整每个区域的大小。 

 

4. 支持探索性分析 

探索性分析，主要针对的是如下的需求：假设导入了 N 个集合，用户想看第 1 个与第 2 个

集合的交集，或者用户想看第 1 个集合中去除第二个集合元素之后的情况……等等一系列的

需求。 

 

在 Exporary Analysis 一栏中点击 Enable analysis 选择框。启用探索性分析。 

第一步选择特定集合的使用情况，这总共有三种情况：与这个集合的元素取交集、去除这个

集合的元素和不考虑这个集合。 

 

第二步：点击 Add item 增加这个结果，点击 remove last item 去除最后一个结果，点击 clear

去除所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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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传统的韦恩图根据大小显示经过优化 

传统韦恩图在 2-3 个集合的可视化时，我们支持显示内容与集合大小一致。 

 

传统韦恩图 2-3 个集合可视化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三个集合的这种展示经过一定优化，可以处理比较多的包含与交叉的关

系。 

 

Scatter plot for MA plot 

 

在数据面板中导入测试数据 PROTEOMICS/ maPlot/ complex.four.column.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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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Tools -> MA Plot 进入该模块。 

 

点击 Log transformation 即可进行 log 变换，产生正式的 MA plot。 

 

纠缠图 

本模块适合比较两棵进化树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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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界面使用： 

 

通过点击 iTools -> tanglegram view 进入模块。 

使用该模块只需要输入两个 nwk 格式的文件，在参数面板可以选择加入外群。若不加入外

群则程序将会直接读入数据进行可视化，输入了外群的名字之后，程序将会先根据这个名字

对应的节点重新定根，然后对树进行重新排列。 

用户还可调节 Name font，以得到比较理想的效果。 

 

点击 View tanglegram 按钮即可显示图形。  

 

命令行使用： 

 

$libPath 为 JAVA lib 所在的目录，下面为使用的命令行 

 

桑基图 

桑基图主要由矩形节点和流量线组成，流量的线的粗细代表了流动数据的具体数值。当前

eGPS 支持绘制多列矩形节点和多组流量线，理论上，只要屏幕足够宽可以设置无限列。 

使用方式 

通过点击 iTools -> Sankey plot 进入模块。 

初次使用可以点击界面右下角的 Display examples 按钮查看示例数据，再次点击可以切换不

同类型的数据。我们提供了方便用户直接输入信息的输入框，用户可以直接输入每一列的信

息。Add set item 按钮表示增加一列，Remove last item 表示减去一列，Remove all sets 表示将

所有数据都删除。 

点击左侧的 Sankey plot 标签页(Tab) 即可进入桑基图的界面。注意: 当没有输入数据的时候，

进入该标签页将会出错。 

除了通过交互式的界面直接输入数据之外，软件还支持直接将数据以文本的格式导入。文件

需要将每一列的元素用 Tab 键进行分隔，下面的内容是可作为一个示例文件。 

java -cp "$libPath" egps.module.evoltree.graphics.QuickCompareTwoTreeC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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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文件之后，界面将会根据内容自动刷新。 

 

桑基图界面操作说明： 

 

Convenient Operation 面板 

该面板提供了两组操作: 

Color resource 表示流量线的染色方式，可以设置为 Left，表示用左边的颜色绘制；或者设

1 a 3q 

1 a 3q 

1 b 5q 

1 d 5q 

1 d 4q 

2 c 4q 

2 c 4q 

3 c 1q 

3 c 1q 

3 b 1q 

3 b 2q 

3 b 2q 

4 a 2q 

4 a 2q 

4 a 2q 

4 e 3q 

4 e 3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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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为 Right，表示用右边的颜色绘制；还可以设置为 Gradient，表示通过渐变的方式来绘制。 

Random color 表示随机设置现在的节点和流量的颜色，用于切换各种不同的配色方案。 

 

Display Options 面板 

Bar width: 即节点矩形的宽度。 

Transparency: 中间流量线的透明度。 

Title font: 节点所在列的字体。 

Name font: 节点所在矩形的字体。 

 

软件还增加了一个交互式设置节点所在矩形颜色的功能，使用方法如下： 点击目标矩形区

域，然后点击工具栏的颜色设置按钮，选项相应的颜色即可。 

 

Genomic mutation presenter 

基本介绍 

该模块的主要功能为突变的可视化。包含下面的内容： 

1. 基因组的坐标系 

2. 基因组中的区域（例如基因结构，本模块主要绘制的对象） 

3. 区域到突变的连接线 

4. 基因组上的突变 

得到最终的展示效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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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的运行方式包括两种，命令行运行和简洁版图形界面运行。 

 

命令行运行 

运行方式：java -cp "eGPS_lib/*” egps.module.genomicmutpre.CMD –input input.txt –w 800 –

h 600 –out out.pdf 

 

具体使用方式示例（$号为终端提示符）： 

$ java -cp "eGPS_lib/*” egps.module.genomicmutpre.CMD -input example1.txt -w 800 -h 

600 -out out.pdf 

 

简洁版图形界面运行 

一、具体使用说明 

单击 iTools -> Genomic Mutation Presenter 进入页面，会出现如下图所示模式的模块

界面。左侧为数据输入与参数设置框，右侧为图像展示面板。点击 Example 按钮，再点击

Execute 按钮即可根据示例数据绘制。多次点击 Example 按钮可查看不同示例数据的格式和

对应的绘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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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输入格式与相关参数说明 

1. 总说明： 

（1）'#'开始的是注释行，'$'开始的是参数注释行。 

（3） 对于所有表格样数据都使用 tab 键分隔。 

（2） 输入的空行会被跳过。 

（3） 进行颜色设置时使用（红，绿，蓝，透明度），取值范围为（0-255）。 

（4） 进行字体设置时采用（字体名称，字体样式，字体大小），类型可以是 PLAIN, BOLD, 

ITALIC, BOLD+ITALIC，分别对应 0，1，2，3。 

 

2. 坐标轴设置 

（1）$axis:title=The Defining SNPs of Two VOC (设置标题内容) 

（2）$axis:titleFont=Arial,0,18 （设置标题字体） 

（3）$axis:titleColor=0,0,0,255 （设置标题颜色） 

（4）$axis:labelFont=Arial,0,12 （设置刻度标签的字体） 

（5）$axis:axisLineWidth=1.2 （设置坐标轴线和刻度线的粗细） 

（6）$axis:tickSize=8 （设置刻度标签的数量） 

 

3. 基因组区域设置 

（1）$region:axisToRegionVerticalGap=40 （设置该区域到坐标轴的垂直距离） 

（2）$region:showMutationVerticalLine=true （设置是否显示垂直的突变标线） 

（3）$region:regionLabelFont=Arial,0,12 （设置每个区域标签字体） 

（4）$region:regionLabelColor=120,0,0,255 （设置每个区域标签的颜色） 

（5）$region:roundRectangularCurvature=15 （设置圆角矩形的弯曲度，为 0 时显示矩形） 

（6）$region:hasRegionBorder=true （设置是否绘制边框） 

（7）$region:regionBorderColor=0,0,0,255 （设置边框的颜色） 

（8）$region:regionBorderLineWidth=0.2 （设置边框的线的粗细） 

（9）$region:height=40 （设置矩形的高度） 

 

4. 连接线设置 

在这里输入符合格式的数据。 

这是一个文本框，用户可以直接

粘贴进来。 

也可以通过菜单栏导入。 

Example Refresh 

这里是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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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nnectingLine:connectingLineWidth=1 （设置连接线的粗细） 

（2）$connectingLine:connectingLineColor=110,0,0,255 （设置连接线的颜色） 

（3）$connectingLine:curvature=0.6 （设置连接线的弯曲度，弯曲度体现为贝塞尔曲线中

的曲率） 

（4）$connectingLine:verticalSpacing=200 （设置该区域的垂直高度） 

（5）$connectingLine:special （特异性的设置某些曲线的宽度和颜色，使用表格样数据） 

输入分成四列，第一列为开始此特殊设置的位置，第二列为结束此特殊设置的位置，第三

列为曲线粗细，第四列为曲线颜色。 

 

5. 突变信息设置 

（1）$mutation:rotationDegree=0 （设置突变标签的显示角度） 

（2）$mutation:font=Arial,0,12 （设置突变标签的字体） 

（3）$totalLength=1273 （设置显示的基因组区间全长） 

（4）$regionInfo （基因结构设置） 

为表格样信息，共包括四列，第一列是基因的名称，第二列是基因开始的位置，第三列是基

因结束的位置，第四列绘图显示的颜色。 

 

示例： 

 

 

（5）$mutation:showPositionCoordinate=true  (是否显示 Coordinate 这一行的信息) 

（6）$mutation:position:rotationDegree=90 （设置 Coordinate 坐标位置字符串的显示角度） 

（7）$mutation:showConsensusAnnotation=true （是否标记所有 variant 共有的突变） 

 

（8）$mutationInfo （突变信息设置） 

该部分有三种设置方式：直接输入，输入突变信息文件和输入比对文件。 

 

⚫ 直接输入突变信息 

可以输入多个 Variant 的信息，最终显示的位点为所有 Variant 的突变的并集，只显示信息。

每行 Variant 说明后为具体的突变信息，包括三列，第一列是突变的位置，第二列是标记的

颜色，第三列是显示的注释信息。 

 

示例： 

# name startPosition endPosition color 

NTD 13 304 0,0,100,50 

RBD 319 541 100,0,0,50 

S1/S2 cleavage region 543 1208 0,100,0,50 

CoV_S2_C 1233 1273 0,234,23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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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突变信息文件 

mutationFile=/mutationInfoFile.txt 

mutationInfoFile 格式为一行一个变体，每行的格式为“变体名:突变 1, 突变 2…” 

 

示例： 

 

用户可自行去软件安装目录查看该文件。 

 

⚫ 输入比对文件 

alignmentFile=/alignmentFile.fas 

alignmentFile 格式为 fasta 格式。 

 

示例： 

 

用户可自行去软件安装目录查看该文件。 

 

注意： 

1. 基因结构位置无限制，若出现嵌套则后面的会覆盖前面的，可设置颜色透明度。 

2. 突变字符通过单击、拖拽实现突变信息显示位置的调整。 

3. 可以通过工具栏保存按钮保存图片和相关参数设置文件。也可导入参数配置文件进行绘

图。 

variant=Delta VOC 

# position color annotation 

69 254,0,0,255 HV69- 

144 254,0,0,255 Y144- 

501 0,0,0,255 N501Y 

570 0,0,0,255 A570D 

681 0,254,0,255 P681H 

716 0,0,0,255 T716I 

982 0,0,0,255 S982A 

1118 0,0,0,255 D1118H 

variant=Alpha VOC 

# position color annotation 

19 0,0,0,255 T19R 

452 0,254,0,255 L452R 

478 0,0,0,255 T478K 

681 0,254,0,255 P681R 

950 0,0,0,255 D950N 

$mutationInfo 

mutationsFile=config/bioData/genomicMuts/variant_of_cumulatedMuts_forVisulize.txt 

$mutationInfo 

alignmentFile=config/bioData/genomicMuts/example.longAlignedFasta_2.f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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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进化分析 

进化树构建的流程 

距离法构建进化树的流程是先对多个序列进行多重联配，然后从得到的多重序列联配进一步

计算配对的进化距离矩阵，最后通过这个矩阵构建出进化树。 

 

 

从多重序列联配计算进化距离 

首先需要设置对于模糊碱基的处理方式，当导入序列存在模糊碱基的时候，程序会依此处理

这些位点（site）。软件提供了两种方式来处理模糊碱基：1）将所有这些碱基当成 gap。2）

将所有可能的情况以同等概率处理，例如某一条序列在某一位点的碱基为 N 那么这个位点

的可能状态为 1/4 A，1/4 T，1/4G，与 1/4C。软件将依此来计算相应的配对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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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软件计算进化距离的设置面板，显示了软件所支持的所有计算进化距离的方法与估计

方差的手段。 

 

 

下表是对参数设置面板的各个参数的总结： 

Estimate variance 是否需要衡量构建的进化树的可信度，默认状态是不衡量，

即 Variance Estimation Method 为 None。软件 eGPS 支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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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tstrap 方法来衡量树的内节点的可信度。若需要则可将

Variance Estimation Method 设置为 Bootstrap method，同时设

置 Bootstrap replications 值，推荐设置为 200-1000。 

当用户选择了 Bootsrap 方法来估计方差后，软件将会对序列

进行重抽样，然后根据当前的进化距离估计方法重新再生成

进化距离矩阵。 

当用户在估计进化距离的时候选择了 Bootstrap 的方法，那

么软件计算完之后会在 history 对应的目录下生成相应次数

的距离矩阵。 

当用户在构建进化树的时候选择了 Bootstrap 方法，那么软

件将会根据新的矩阵重新构建进化树。最后统计所有新生成

的树是否支持原来树的拓扑结构。汇总的结果将会以

bootstrap 值的形式显示在树的内节点。越接近 1 越说明重抽

样的结果同原先的值一致反之表示支持率越低。 

Substitution model 本软件暂时只支持计算核酸的进化距离，并且在计算距离时

同时考虑了转换与颠换。有多种进化距离的方法和模型可供

选择(14, 15)，详见下表。 

Gap/missing data treatment 表示间隙(gap)和缺失数据的处理。因为构建进化树的输入是

多序列联配，而最终用来计算进化距离的是有效的位点数。 

软件提供了三个选项来处理此类位点： 

用户可以选择在计算开始之前删除包含间隙和缺少信息的

所有位点（complete deletion）。 

可以选择最初保留所有此类位点，在成对距离估计（pairwise 

deletion）时根据需要排除它们。 

可以使用部分删除（partial deletion）。间隙或者缺失数据达

到一定比率之后才把整列删除。 

用户选择部分删除时，Site Coverage Cutoff 栏目会变为可用

状态，用以设置达到比例的阈值。 

 

下表是软件提供的 “模型/方法” 去估计核酸序列的进化距离： 

距离名称 注备 

Number of differences 成对序列的变异位点数量。 

P distance Number of differences / validate length (the ratio of 

difference to validate length) 

Validate length 就是非 gap/missing data，如果选择

了对模糊碱基的处理方式等同与 gap/missing 

data，那么此时就是排除这些位点之后的，validata 

length 的长度。 

The ratio of transversion to 

difference 

Number of transversion / number of differences 

变异位点中 transversion 的比例。 

Distance of jukes-cantor model (19) 利用最经典的 JC 模型来计算进化距离。 

1. 该模型假定一个碱基以等可能的概率突变为

其它类型的碱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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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 p distance 不断增大时，多重击中(multiple 

hits) 将不能忽略，此距离考虑了多重击中。 

3. 此模型当 p distance 小于 0.75 时才定义。 

Distance of Kimura 2-parameter 

model (18) 

利用 Kimura 2-parameter model 来计算进化距离。 

在实际的生物序列中存在着转换 -颠换偏向性

(transition - transversion bias)。 

该模型在 JC 模型的基础上，又考虑了这种偏向

性，即该模型以不同的概率突变进行转换与颠换。 

Distance of Tajima Nei model (20) 利用 Tajima Nei model 来计算进化距离。该模型

又将不同碱基的频率影响纳入模型。 

Distance of Tamura Nei model (21) 利用 Tamura Nei model 来计算进化距离。此模型

考虑了两种 transitions 突变概率的不同。 

Distance of Tamura 3-parameter 

model (22) 

利用 Tamura 3-parameter model 来计算进化距离。

在一些情况下 DNA 的 GC 含量对进化距离也有很

大的影响，该模型将 GC 含量考虑在内。该模型

同时考虑了各个碱基的频率，GC 含量等。 

 

从进化距离构建进化树 

当前 eGPS 支持构建如下的基于距离法的进化树：NJ 树(16)、Swift NJ 树(17)或者 UPGMA

树。 

 

从候选基因到进化分析 

通过点击 Option | Preference  

设置 Genetic distance 与 Tree build method 两处参数，用户可以很方便地从组学分析跳转到进

化分析。当前 eGPS 跳转的方式有如下的几种。 

途径（Approach） 说明（Annotation） 图例（Picture） 

Protein omic to phylogenetic  单击感兴趣的点来构建树。 

 

RNA-seq to phylogenetic  单击感兴趣的点来构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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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RNA viewer to 

phylogenetic 

单击感兴趣的矩形构建树。 

 

Genomic analysis results to 

phylogenetic  

单击感兴趣的点来构建树。 

 

Gene to gene tree 直接输入基因组位置或基因

名称。 

 

 

因为 eGPS desktop 是从 eGPS cloud 或者 Ensembl alignment REST(23)得到构建进化树的数据

的。 

点击 Connection 可以设置从服务器获取数据链接超时（time-out）的最大时间。 

点击 Species set 可以设置构建基因树的物种群体（species set group）与查询基因组(query 

genome)，当前我们支持从 eGPS cloud 和 Ensembl 两处地方获得数据。如果用户是从一个基

因出发获得物种群体的基因树的话，可以设置 Considered gene regions 这一栏中的 regions to 

reconstruct 选项。用整个区域建树或者只用外显子建树，eGPS 利用 Ensembl 的 LOOKUP 

REST 并制指定查询基因组去查询基因的信息，提取第一个 isoform 的外显子信息用以建树。 

 

 

对多重序列进行联配 

几乎所有进化领域数据分析的第一步（如系统发育树重建，计算进化距离或推断种群历史）

都是构建多序列联配。在这里，我们在 eGPS 中用图形界面打包了两个著名的多序列联配器，

以帮助研究人员完成初始步骤。 

 

有关比对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MAFFT（https://mafft.cbrc.jp/alignment/software/） 

ClustalW（http://www.clustal.org/clustal2/） 

 

Alignment trimmer 

本模块的主要功能是将 MSA 文件根据参考序列去除两端的序列。 

通过点击 iTool 菜单进入模块，在 Parameters 栏目输入 fasta 格式的 MSA 文件。然后输入对

应的参考序列名字与序列的起止位置。点击下面的运行按钮即可运行本程序. 

http://www.clustal.org/clusta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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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F To SNP Data 

本模块的功能是将 VCF 文件导出成 SNP 组成的 fasta 文件。注意杂合子将会被表示成模糊

碱基。 

运行此模块首先需要导入 VCF 格式的文件，然后点击 iTool 菜单进入此模块。下面是对重要

参数的详细说明： 

Missing data tolerance 指的是当一个 SNP 在各个 individual 中缺失超过一定程度，就把这个

SNP 删除。 

Number of bases per line 指的是输出的 fasta 文件一行包含的碱基数量。 

 

 

选择特定区域的 DNA 序列进行进化分析 

当用户在使用 gene to alignment/genetic distance/gene tree 等模块的时候，eGPS 提供了一些选

项以使用户得到特定的基因组区域，从而进行下游的进化分析。选项包括基因的整个区域，

外显子，内含子，编码序列和 4 倍简并位点（Whole region of gene, Exons, Introns, Coding 

sequence and 4-fold degenerate sites）。它从 Ensembl REST 服务获取基因注释信息。对于后

面的四个选项，它根据第一个 Transcript 信息提取序列。 

这里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展示这种进化分析： 

4DTv rates (the rate of transversion at fourfold degenerate sites)，代表四倍同义的第三密码子颠

换，可以计算以评估旁系同源对之间的遗传距离。  

以下是操作步骤： 

1. 设置参数： 

点击 Click Option | Preferences | Genetic distance 和 Option | Preferences | Species set 

在 Species set 中设置 considered gene regions 为 4-fold degenerate sites ；在 Genetic 

distance 中设置 Model/Method 为 The rate of trans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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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打开 Gene to Genetic distance 

Tools | Gene to Genetic distance 

在基因名称输入框中输入基因的名称，例如“INS”。点击 Get genetic distances 按钮。 

 

注意事项：提取的基因组区域是根据参考物种的序列来进行的，故其它序列可能会存在如下

问题，请用户注意观察非参考基因序列是否符合数据分析的条件。 

1． 当用户选择了获取区域为 coding sequence 时，从 Ensembl 上获取的序列起始字符都是

ATG，终止三联体序列也对应于终止密码子。但是非参考序列需要注意，起始字符串是

否是 ATG，终止字符串是否是终止密码子。对于从 eGPS Cloud 上获取的序列，如果编

码基因在负链，那么会转换成正链；故 eGPS 获取到的参考基因的起始字符不是 ATG。 

2． 当用户选择了 4-fold degenerate sites 的时候，还需要考虑参考序列或者非参考序列的重

要位置是否被 gap 打破了三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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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组进化分析 1: 利用全基因组多重序列联配构建物种树 

多重序列联配( multiple sequence alignment，MSA )一般是构建进化树的初始材料。它由三条

及以上的序列计算生成，会补充很多 Gap（一般用符号'-'表示）使得所有序列都达到相同的

长度。用来存储它的文件格式一般有 fasta、gcg(msf)、clustalW、paml、mega、phylip 等。 

 

MSA 主要存储的信息是长度接近基因（一般是 1k 到几百 k）的一系列联配。那么对于多个

基因组是否存在全基因组的联配？它的格式一般是什么？多基因组的序列联配（multiple 

alignment between entire genomes） 就是指由多个基因组（DNA 水平）序列计算生成的联配，

最广泛运用的格式有 MAF 格式（multiple alignment format，参见 [UCSC 中 MAF 文件格式

说明](https://genome.ucsc.edu/FAQ/FAQformat.html#format5)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 EMF 的

格 式 ， 前 者 主 要 由 UCSC 产 生 ， 后 者 是 Ensembl 。 可 以 利 用 [ 我 们 软 件 ] 

(http://www.egps-software.net) 

)的 converter 插件模块，将 EMF 转换成 MAF。 

 

MAF 由表头和一个个的块（block）组成，每个块就相当于一个 MSA。他们的区别在于 MSA

一般是单个蛋白质或者一些短片段 DNA 的联配，同时一般不会出现基因组重排

（rearrangements），正负链相反等复杂情况。 

eGPS 接受 MAF（https://genome.ucsc.edu/FAQ/FAQformat.html#format5）文件重建系统发育

树以推断物种树。 树构建方法是基于距离的方法。 

因此，研究人员只需要将 maf 文件导入 eGPS，选择感兴趣的物种，设置 Genetic distance 和

tree build method。 然后单击“Build tree”按钮。 

 

 

1.对于第一次重建，eGPS 将遍历整个 MAF 以生成配置文件，该文件记录物种组件名称的最

大数量。因此，如果 VCF 文件非常大，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我们允许用户自己生成如下文

本的配置文件，请确保文件后缀为“.config”，文件名与 VCF 文件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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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开头的行将被视为注释。 

2. EGPS 将逐块 (block) 收集所需信息，如果一个块不包含感兴趣的序列，则该块将被丢弃。

因此，如果没有一个块包含所有用户选择的序列，建树会不成功，因为没有足够信息。 

 

 

 

基因组进化分析 2: 利用 VCF 文件构建个体树 

VCF 文件保存了个体变异的信息，我们同样可以从 VCF 文件出发构建个体的系统发育树。 

研究人员只需要将 VCF 文件导入 eGPS，选择感兴趣的个体，设置 Genetic distance 和 tree 

build method。 然后单击“Build tree”按钮即可。 

对于杂合子来说，我们利用 IUPAC 的字符来表示其模糊性。在计算遗传距离的时，eGPS 提

供了一个全局设置来处理模糊碱基。 

 

##eGPS multiple alignment file configure file format(MAFconfig) 

version=1.0 totalSize=81 

# list of genomes 

pteAle1 

ochPri3 

echTel2 

cavPor3 

cheMyd1 

anaPla1 

chiLa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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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处理是将模糊碱基当做 gap 处理，第二种是将其以等可能的概率计算所有可能的组合

并求和。例如 R 与 A 的距离就是 1/2AA 与 1/2AG，最终是 0.5 个转换。 

 

群体历史估计（Stairway plot 方法） 

本模块使用了 Xiaoming Liu 的 Stairway plot 方法进行群体历史的估计。该方法使用来自

核酸序列数据的位点频谱(site frequency spectrum,SFS) 来估计一系列的种群突变率（θ=4μ

Ne），然后基于估计的θ，估计有效种群大小随时间的变化。 

（Citation: Liu X and Fu YX. (2015) Exploring population size changes using SNP frequency 

spectra. Nature Genetics. 47(5):555-559.） 

   从菜单栏中的 iTools 的 Stairway plot 可以进入该模块。 

 

File input: 该模块支持两种格式的数据导

入，一种为单个 SFS 文件（SFS 文件格式可

参考测试数据文件），另一种为多个 SFS 文

件的 zip 压缩文件。当选择导入为单个 SFS

文件时，可以设置 BootstrapNum 值，软件将

自动进行 bootstrap 并进行后面的估计。 

Addtheta: 在 Addtheta 栏中，可以进行θ估

计的参数设置。NumRuns 为运行次数，默认

值为 1，增加运行次数可能会增加估计的准

确性，但估计时间会更长。DimFactos 为每

次运行的迭代次数，等于 dimFactor*d，d 为

要估计的θ的数量，默认值是 5000。 

Summary: 在 Summary 栏中，可以进行群体

历史估计的参数设置。μ为每代的突变率，

Year per generation 为每代的年数。 

 

   完成所有参数设置后，点击 Calculate 按钮开始群体历史的估计，计算结束后，右侧展示

面板会展示群体历史估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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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PlotBeautify 按钮可以对该图进行美化。Title set 栏中可以对图的总标题，横轴标

题，纵轴标题进行设置。Axis set 栏中可以对坐标轴的取值范围、刻度、坐标轴粗细进行设

置。Line set 栏中可以对图中的中线和 95%置信区间线进行颜色和粗细的设置。Marker set

栏中可以进行 marker 的设置，可以针对时间点添加 marker，也可以针对一个时间区间添加

marker。Marker label 可以给要添加的 marker 设置标签，Marker color 可以选择要添加的

marker 的颜色。全部设置完后，点击 Add 按钮即完成 marker 的添加。 Marker clear 后的 Clear

按钮可以清除图中添加的所有 marker。 

 

第五部分：群体历史建模与序列模拟 

Build Model 

eGPS 实现了一个高度交互式、富含提示信息的群体历史建模模块，如下图所示。 

 

 

用户可以直接拖拽适合的群体历史图标，搭建自己需求的模型。 

当两个基础模型叠加时，根据新基础模型的相对位置，会有 4 种不同的操作提示 

1) Append the module 会在已建模型左侧添加新的基础模型 

2) Insert a new module 可以在已建模型中插入新的基础模型 

3) Add a split 可以为已建模型添加分支(基础模型) 

4) Replace the module 可以进行基础模型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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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基础模型，按 Delete 键可以删除该基础模型 

顶部的 Population Scale 可以切换模型的展现形式 

底部的横轴表示时间，0 对应现在，数值代表溯祖时长 

 

通过模块的不同组合，用户可以获得任意的单个群体模型、多个群体模型。通过搭建起始于

不同时间的叶子群体(leaf populations)，用户即可模拟祖先样本的 DNA 序列。图中从上到下

的群体历史模型分别为： 

 

图标（Icon） 模型（Model）  

 

Exponential growth model。这三个模型的差

别仅仅具有视觉上的效应。 

 

Linear growth model。这三个模型的差别仅

仅具有视觉上的效应。 

 

Logistic growth model。这三个模型的差别仅

仅具有视觉上的效应。 

 

Instantaneous growth model。这三个模型的

差别仅仅具有视觉上的效应。 

 

Exponential decline model。这三个模型的差

别仅仅具有视觉上的效应。 

 

Linear decline model。这三个模型的差别仅

仅具有视觉上的效应。 

 

Instantaneous decline model。这三个模型的

差别仅仅具有视觉上的效应。 

 

Constant siz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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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e 

搭建完群体历史模型之后，可以跳转至这一部分，这部分共有四个参数设置栏。 

Sample information 一栏会显示当前时刻的群体数量及群体名称，这个名称是内置的并且不

可更改。其它设置参数的说明如下： 

Reference current N 目前的种群规模 , 您可以选择设置  ‘Ref. 

Pop.’ 或 ‘Ref. cur. N’。 

Set Ref. Pop. 选择引用填充以确定 ref current N。 

Ref. cur. N 将当前有效种群规模设置为参考, 默认为

100000。 

Mutation information 模拟的突变信息, 您可以选择 ‘Fixed theta’ 

或 ‘Fixed K’. 

Fixed theta 4 * refN0 * 突变。通常在 0.1 到 50 之间。 

Fixed K 固定分离位点的数量 (K)，即突变发生的数

目。 

Others  

Simulated trees in output file 是否输出表示样本历史的树。 

Num of iterations 模拟迭代的次数。 

 

Run & Save data as 与 Run only 两个按钮分别表示执行数据模拟任务并保存数据与只执行模

拟任务。注意：没有建立群体历史模型的时候这个两个按钮将不可用。 

 

输出文件格式和 Hudson’s ms 程序一样，具体说明如下： 

 

输出文件示例 

TotalSampleSize 4 (Pop2 4) ; theta 0.5; ref current N 50,000 

// 

(Pop2_3:1.0560117,(Pop2_4:0.1998489,(Pop2_1:0.0788691,Pop2_2:0.0788691):0.1209798):0.85

61628):0; 

segsites: 1 

positions: 0.8245964  

0 

0 

1 

0 

 

 

// 

(Pop2_1:1.473843,((Pop2_4:0.3295514,Pop2_2:0.3295514):0.3569735,Pop2_3:0.6865249):0.787

3181):0; 

segsites: 5 

positions: 0.0929961 0.335626 0.6107916 0.7173615 0.7985285  

10100 

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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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11 

00011 

 

输出的第一行是参数信息。每个迭代之前都有一行“//”。如果用户在选择 Simulated trees in 

output file。将输出模拟样本的树。 

 

分隔(或多态)位点的数量以“segsite”开头的行给出。SNPs 的位置以(0,1)为尺度给出。这些位

置是从均匀分布中随机独立分配的。下面几行给出了模拟的单倍型。原始状态用“0”编码，

而突变体或派生状态用“1”表示。 

第六部分：插件开发 

第三方的开发者可以借助于 eGPS 公布的公共程序开发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来开发第三方应用，并且这个应用将会显示在 Plugin 菜单栏下面。其中第三方的

开发者的信息及其网站，将在该 Plugin 模块被激活时，实时动态地显示在程序下方的状态

栏。公共程序开发接口在 eGPS_lib/目录下，命名格式为 eGPS_XXX.jar。 

 

用户需要写类实现 ViewOfEGPSPlugin 接口。并且需要重写如下三个方法。 

必须实现的方法名 说明 示例 

String getTabName() 设置显示模块

的选项卡的名

称 

@Override 

public String getTabName() { 

 return "eGPS plugin demo"; 

} 

JComponent 

getViewPanel() 

图形界面上的

具体的内容 

--- 

String[] 

getTeamAndAuthors() 

设置开发者的

信息 

@Override 

 public String[] getTeamAndAuthors() { 

  return new String[] 

{"University|Institute","Jack,Tom","www.abcd.com"}; 

 } 

 

如果您是用 Javafx 编写的图形界面，那么可以使用在 getViewPanel()方法中直接返回

JFXPanel。 

 

用户需要在导出的 jar 文件的根目录下放置 eGPS.plugin.properties 配置文件。拥有该配置文

件的 jar 才是 eGPS 认可的插件。 

字符 # 可用来注释；menu.action.icon 可以设置菜单栏图标；menu.action.description 可以设

置菜单栏的 tooltip。dependent.jars 可以设置该模块依赖的 jar 文件。 

下面是配置文件的一个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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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将 jar 文件放置于 config/plugin 目录下重启 eGPS 即可加载插件。 

 

插件开发实例 

1. 新建项目 

⚫ 首先在 eclipse 内新建 Java 项目 

 

 

⚫ 可以根据需要建立不同的项目，如 Maven Project， 这里我们以建立一个简单的 Java 

Project 为示例 

version: 1.0 

lanuch.class: egps.plugin.unified.Main 

menu.action.name: Coronavirus GenBrowser 

menu.action.icon: egps/resources/images/CoronavirusGenBrowser.png 

menu.action.description: An interactive, convenient SarsCov2 genome browser. 

#dependent.jars: folder1/a.jar;folder2/b.j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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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Project name 一栏中输入项目名称，这里我们取名为 HelloWorld。然后点击 Finish

完成项目建立。 

 

 

2. 引用公共程序开发接口 

引用 eGPS 的公共程序开发接口，这里我们以 eGPS_v1.8.jar 为例 

⚫ 在左边的目录中找到你新建的 Java 项目 , 右键 , 选择 Build Path>Configure Build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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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 Libraries 标签, 点击右侧的 Add External JARs 

 
⚫ 找到你存放 eGPS_v1.8.jar 的文件夹，选择 eGPS_v1.8.jar。可以通过下载 eGPS 软件，在

eGPS_lib 文件夹下找到 eGPS 的 jar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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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打开”，Library 标签下就会出现 eGPS_v.1.8.jar 以及它的目录 

 

⚫ 点击 Apply and Close 退出 

 

3. 重要接口实现 

⚫ 新建一个包（Package） 

在左边的目录里找到你新建的 Java 项目，找到 src 文件，右击 new>Other 

然后选择 Pac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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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一个实现 IModulesCommon 接口的 Controller 类 

 在刚刚新建的包下新建一个类，这里取名为 helloWorldContro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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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roller 类实现 IModulesCommon 接口 

在 public class helloWorldController 后面输入 implements IModulesCommon 

 
 点 击 左 侧 的 报 错 提 示 ， 点 击 “ import ‘ IModulesCommon ’

(egps.shell.interfaces.module)” 

 

 Import 接口后仍有报错提示,点击第一行“Add unimplemented methods”补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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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odulesCommon 几个方法介绍 

方法名 功能 

getTeamAndAuthors() 作者信息。设置后在插件载入 eGPS 后会

在底部滚动显示作者和开发团队名字 

isPrintable() 是否支持打印。该设置与在载入 eGPS 框

架后，工具栏的打印按钮是否可用相关。 

isSaveable() 是否支持保存。该设置与在载入 eGPS 框

架后，工具栏的保存按钮是否可用相关。 

printViewPanel() 如果 isPrintable()支持打印，则点击打印按

钮后将调用该方法。 

saveViewPanelAs() 如果 isSaveable()支持保存，则点击打印按

钮后将调用该方法。 

changeToThisTab() 跳转到该功能模块所在 tab 时会调用的方

法。 

 

⚫ 新建一个实现 ViewOfEGPSPlugin 接口的 Main 类，这也将是插件的启动类 

 在刚刚新建的包下新建一个类，这里取名为 Main_helloWorld 

 



107 

 

 

 

 Main 类实现 ViewOfEGPSPlugin 接口 

在 public class Main_helloWorld 后面输入 implements ViewOfEGPSPlugin 

 
 点 击 左 侧 的 报 错 提 示 ， 点 击 “ import ‘ ViewOfEGPSPlugin ’

(egps.shell.interfaces.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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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ort 接口后仍有报错提示,点击第一行“Add unimplemented methods”补全方法 

 

 ViewOfEGPSPlugin 几个方法介绍 

方法名 功能 

getController() 获取对应的控制类。 

getTabName() Tab 的名称。在 eGPS 中打开时，Tab 标

签上显示的名称。 

getInitializeAction() 初始化的动作。有些时候需要完成一些

动作，才能初始化界面。 

shouldUpdate() 插件是否需要更新。有些插件会不断更

新，用于提示用户更新插件。该方法第

一个参数是设置是否要更新。第二个参

数是更新的网址。里面的内容是一个 jar。

第三个参数是提示的信息。 

 

 ViewOfEGPSPlugin 类还要继承 JPanel, 在调用该插件时，eGPS 将加载这个面板 

 
⚫ 设置启动类 Main 和控制类 Controller 之间的关联 

 在 Controller 类 helloWorldController 里添加一个主类的实例 

Main_helloWorld main_helloWorld; 

 
 给 Controller 类 helloWorldController 添加构造函数，并设置参数为 Main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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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Main 类 Main_helloWorld 里添加一个控制类的实例 

helloWorldController controller; 

 

 给 Main 类 Main_helloWorld 添加构造函数，并在其中初始化实例 controller 

 
 可以在 Main_helloWorld 的构造函数内添加一些 GUI 组件，这将显示在 eGPS 加载

该插件后的 tab 中 

 

 将 Main 类 Main_helloWorld 中的 getController()方法中 return 后面将 null 替换成 

controller 

 
 将 Main 类 Main_helloWorld 中的 getTabName()方法中 return 后面将 null 替换成 

你想要显示的名字，这里我们返回“Hello world” 

 
 因为我们这里这个插件不需要更新，所以将 Main 类 Main_helloWorld 中的

ThreeTuple()方法中 return 后面的 null 改成 

new ThreeTuple<Boolean,String,String>(false,null,null); 

 
4. 添加配置文件 

⚫ 在 src 文件夹下新建一个文本文件（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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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e name 中键入 eGPS.plugin.properties（如果无此文件或名称不对，eGPS 将无法辨

认你的插件） 

⚫ 配置文件所需信息 

行号 行名 说明 

1 version 插件版本 

2 lanuch.class 插件的启动类名 

3 menu.action.name 插件在 eGPS 菜单栏中显示的名字 

4 menu.action.icon 插件在 eGPS 菜单栏中显示的图标 

5 menu.action.description 插件在 eGPS 菜单栏中鼠标悬浮时显示的说明 

6 dependent.jars 插件的依赖库 

 

每行行名结束后需加上英文冒号和空格，然后输入相关信息。 

 

 第一行键入你的插件版本。 

version: 1.0 

 第二行键入你的启动类位置。 

lanuch.class: helloWorld.Main_helloWorld 

先依次输入包的名称，后输入你的启动类名称,注意每一级都要有一”.”。 

 第三行键入该插件在 eGPS 插件目录中的名称 

menu.action.name: helloWorld 

 第四行中键入插件图标的位置。若没有插件图标，则在代码前方加上一个# 

#menu.action.icon: egps/resources/images/helloWorld.png 

 第五行中键入鼠标悬浮在菜单中插件名称上时出现的提示 

menu.action.description: Hello world! 

 第六行为一些依赖库。同样没有则在代码前方加上一个# 

#dependent.jars: folder1/a.jar;folder2/b.j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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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导出 jar 文件 

⚫ 右键 src，选择 export 

如果你的项目除了 eGPS 的 jar 包外没有依赖别的库，可以选择 java 下的 JAR file，点击

Next。如果依赖了别的库，选择 Runnable JAR file。 

 

⚫ 选择输出位置并取名，后缀为 jar 

 

 

6. 加载插件 

⚫ 将该文件复制到 eGPS 根目录/config/plugin 下 

⚫ 重启 eGPS，可以在 Plug-ins 菜单下看到我们刚刚开发的 helloWorld 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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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后将显示该插件的 tab，显示了刚刚我们添加的 label 

 

 

 

第七部分：Coronavirus GenBrowser 

Coronavirus GenBrowser（CGB）可以及时分析和可视化数百万最新的 SARS-CoV-2 基

因组序列和分析数据。它揭示了病毒传播和 SARS-CoV-2 进化的精细尺度动态。本手册描

述了 CGB 的功能，包括进化树可视化、基因组浏览器及相关数据分析。软件的界面主要由

三个部分组成：控制栏，右上的树展示面板与致谢按钮，右下的基因组浏览器、突变分析、

谱系追溯组合面板。本使用手册将从软件操作的角度对软件包含的各种功能进行讲解。 

CGB 使用的所有数据均来自 NGDC(中国国家基因组数据中心 )。欢迎用户通过 

https://ngdc.cncb.ac.cn/ncov/apis/查看和下载所有数据。所有数据都会及时更新。 

 

注意: 因为 CGB 插件需要占用较大内存，我们在启动的时候预设了 8Gb 内存。随着数

据量的增加，如有修改内存的需求请执行以下操作: 在 windows 上请修改安装目录下的

start.bat 文件，再点击 start.bat 启动 eGPS；在 MacOS 上，请进入 app 目录手动修改 script，

该文件位于 Content/Resources/script。 

 

如何引用：Dalang Yu, Xiao Yang, Bixia Tang, Yi-Hsuan Pan, Jianing Yang, Guangya Duan, 

Junwei Zhu, Zi-Qian Hao, Hailong Mu, Long Dai, Wangjie Hu, Mochen Zhang, Ying Cui, Tong 

Jin, Cui-Ping Li, Lina Ma, Language translation team, Xiao Su, Guoqing Zhang, Wenming Zhao, 

Haipeng Li, Coronavirus GenBrowser for monitoring the transmission and evolution of 

SARS-CoV-2, Briefings in Bioinformatics, 2022; bbab583 https://doi.org/10.1093/bib/bbab583 

 

https://doi.org/10.1093/bib/bbab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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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信息（导入与导出） 

数据导入 

在模块启动时，用户可以进行数据选取，可以选择使用网络获取的，来源于中国国家基

因 组 数 据 中 心 NGDC (National Genomics Data Center, China) 的 公 共 数 据 接 口

( https://ngdc.cncb.ac.cn/ncov/apis/)，也可以选择输入符合格式的本地数据。网络获取可以选

择全部样本的数据也可以选择基于全部样本抽样获得的小样本量的数据。 

 

数据导出 

通过点击菜单栏与工具栏的保存按钮，可以保存分析得到的 tree & tracks，我们现在支持如

下的导出格式。 

1. 图像文件：pdf,svg,png,jpg 等。 

2. NWK 格式的进化树文件。 

3. Zip 压缩的数据文件。 

 

 
 

左侧控制栏 

该板块是主要的设置面板，由 Data source、Data operation、Identification of non-mutated 

path、Color scheme、Genome Browse、Customized browser tracks、Tree operation、Branch display、

Tree layout 以及 Visual effects 几个部分组成。该部分的功能，大多是单项操纵（即点击或调

节后，右侧相应的展示面板将实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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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Data source) 

该板块主要展示当前数据的来源，是网络获取还是本地的某个数据文件。 

数据操作(Data operation) 

该栏目主要进行数据搜索与过滤操作，考虑到数据搜索之后使用者可能往往需要过滤不

感兴趣的节点，因此我们将数据搜索与过滤合并。 

 

数据搜索及过滤 

Search: 树搜索栏目。当用户输入关键词后，可以点击搜索按钮 进行搜索。默认会通

过节点名、accession number、CGB ID 和突变信息进行查询。可以用“;”字符进行表示关键词

的 “或”搜索，用“+”字符进行关键词的 “和”搜索。还可以使用“AccMut=”的前缀进行带有累

积突变组合的节点的查找。 

 

如果查询到相应的节点，那么就将节点高亮显示。点击清除选中按钮 即可将搜索得到

的高亮结果清除，返回到未搜索的状态。点击过滤 按钮可以根据高亮的节点以及在树

上选中的节点进行过滤。点击清除 按钮，可以清除过滤。 

 

 
 

说明： 

1. 搜索的处理过程为：首先将输入的字符串以";"进行分割，得到 items。如果一个节点一旦

满足其中的一个 item 即设为选中状态，不需要再查看其它的 item。 当其中的 item 含有"+" 操

作符时，用 "+" 分割后得到 subitems。一个节点的信息一定要满足 subitems 的所有情况才

能被设为选中状态。操作的优先级是先进行";"操作，再进行"+"操作。 

2. 用户可以将氨基酸和核苷酸的突变一起使用"+"号来搜索。例如想同时查看包含 D614G

和 A28271-突变的节点，就可以输出字符串"D614G+ A28271-". 

特定条件过滤 

后面的栏目是根据具体的过滤条件对进化树进行过滤，这些栏目共提供了 Countries & 

regions、Gender、Patient age 和 Collection date 四种过滤条件，可以通过添加单个条件或组

合条件按需求对样本进行过滤，下面将给出关于这四种过滤条件以及该面板中的按钮的详细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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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ies & regions filter:根据样本的国家或地区信息进行过滤，点击 Choose 按钮将显示国

家选择框，选择框中的国家和地区按照七大洲进行分类，每个地区后的数字代表目前显示的

树中该地区的样本数。勾选想要显示的国家和地区（可以单个国家和地区，也可以多个国家

和地区）或者勾选“Select all”选择或者去掉整个大洲对应的样本，点击“OK”按钮，完成国家

或地区信息的过滤。默认是全选中的状态。 

 
Gender filter: 根据样本的性别进行过滤，提供了 Male、Female 和 Unknown 三个选项，勾

选后将只显示符合条件的样本。默认为全部勾选。 

Patient age filter: 根据样本的年龄信息进行过滤，通过拖动滑块进行年龄区域的选择。默认

显示所有年龄的样本。年龄为-1，代表了样本缺乏年龄信息。 

Collection date filter: 根据节点的样本收集日期和内节点的推断日期进行过滤，通过拖动滑

块进行时间区域的选择。默认显示所有时间的节点。 

Show all samples: 点击该按钮后将清除所有过滤操作，显示所有样本。 

Clear: 每种条件过滤都对应了一个 Clear 按钮，点击该按钮将清除对应条件的过滤操作。如

点击 Gender filter 对应的 Clear 按钮就将恢复到显示所有性别的样本的状态但并不会恢复其

他条件（如年龄）的过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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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数据过滤应该和其它的操作组合起来使用时可能会出现如下的一些特殊情况，现统一说

明如下： 

1. 树操作面板所进行的操作，在数据过滤之后依然采用原有方式显示。具体表现为进行字

体改变、染色与线条粗细改变之后，数据过滤后应该仍旧保持原来的情况。如对给定内

节点染色之后，若数据过滤之后还保留着这个内节点，那么该内节点及其子节点，应该

仍旧为染色后的状态。线条粗细也一样。简单来说，数据过滤后，用户操作的记录：节

点的粗细、颜色、是否 collaps,节点染色的圆点大小等属性均会被保留。 

2. 树操作面板进行谱系分类之后，再进行数据过滤是依然可以正确显示谱系标记的结果。

但是注意有些时候，内节点在过滤之后会变成一个叶子节点。故在过滤之后，In-situ 类

型的标记会增多，有些叶子会没有亚型信息。 

3. 除了 Collection date 的过滤，其它类型的过滤都只针对叶子进行过滤。只有年龄和性别

可能存在未知的情况，当叶子年龄未知时，其值为-1。如果要去除年龄未知的数据，那

么请将年龄的区间的下限调整到 0。 

4. Collection date 的过滤除了对叶子进行外还会对内节点进行。 

5. 数据过滤之后，软件会保留上一次的颜色渲染结果。例如上一次是“No color rendering”，

那么过滤之后还是这种颜色渲染方式。如果用户进行过 Recolor 操作，那么颜色渲染栏

目将会变成自定义的选项，并根据用户的染色操作复原。复原的时候优先根据内节点复

原。 

6. 若叶子节点被过滤，那么计算突变频率的时候将不予考虑。也就是分子分母同时去除。 

鉴定无突变路径（Identification of non-mutated path） 

 
该栏目主要通过输入 CGB ID，可查询与目标节点基因组序列完全一致的无突变节点并

进行高亮显示。 

当用户输入相应的 CGB ID 后，用户点击 Highlight 按钮即可搜索并且高亮所有的无突

变节点。若查询不到目标的节点，则会出现相应的对话框。本软件支持一次高亮多条无突变

路径。查询方式为输入多个 CGB ID，并用分号分隔，例如 “CGB35.120;CGB1.3”。 

 

颜色渲染(Color scheme) 

多渲染方式 

此操作栏可以改变进化树节点的渲染方式。提供了无染色、根据国家和地区染色、根据

性别染色、根据年龄染色、根据日期染色和自定义染色几种模式。当模块载入时，默认按照

国家和地区来渲染。通过单击圆形按钮可以改变渲染的方式。当需要改变渲染的细节时可以

单击各个方式的染色调节按钮。下面将具体讲解各个染色调节方式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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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color rendering: 没有颜色渲染，即所有的树节点都是黑色。 

Countries & regions: 点击国家与地区的染色调节按钮后将会出现一个调节的 Dialog，用户

可以通过点击每个国家与地区的按钮来设置树节点的颜色。按钮右边的数字表示的是当前展

示的进化树的叶子节点当中有多少是属于这个国家与地区的。除了可以单个调节每个国家与

地区之外，每个洲还有一个“Change continental color”按钮可对整个洲的染色进行修改，同时

Dialog 底部还提供了两个按钮，用以返回初始状态的染色方案。我们提供了两种方案，可以

按照大洲来染色“Set default colors by continents”，或者按照每个国家与地区来染色“Set 

default colors by countries/regions”。 

 
 

 

Gender: 根据性别进行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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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t age: 根据样本所对应的年龄段进行染色。点击染色调节按钮后将会出现一个调节的

Dialog，点击 Dialog 左上角的加减按钮可以增加或减少分类记录，点击右上角的“Set to default”

可以返回默认染色设置。 

 
Collection date:  

 

根据节点对应的日期进行染色，仅作用于含有日期属性的节点（除外群与包含外群的父节点）。 

 

默认染色方案：根据节点中最早的日期和最晚的日期将经历的时间等分成 8 个区间，每个区

间对应一个默认颜色。使用这个默认颜色对有日期的节点进行染色。起始日期，最终日期和

颜色合称为一个记录。在染色的时候，节点的日期不早于某个记录对应的起始日期且早于最

终的日期，就将该节点染成这个记录对应的颜色。例如 02-10-20 到 05-02-20 区间为橙色表

示的就是：当一个节点的日期不早于 2020 年 2 月 10 日同时又早于 2020 年 5 月 2 日时，将

其渲染为橙色。第一条记录仅仅包含最终日期，表示早于日期的节点均染成这个记录对应的

颜色。同理，最后一条记录仅仅包含起始日期，表示不早于这个日期的节点染成对应的颜色。 

 

当用户第一次下载软件并打开时，采用默认的染色方案。一旦用户进行调节，调节后的染色

方案将会被永久保存。若用户未对染色方案进行调节，则下次启动还是呈现默认的染色方案。

当用户调整了染色方案之后，点击“Set to default”按钮，可以返回默认的染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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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ization: 自定义染色。用户可以通过输入符合格式的自定义染色文件对树进行染色

方案的定制，使用详情可参见“关于自定义颜色”。 

关于自定义颜色 

自定义颜色格式的声明：以“#”字符开头的行作为注释行。 

 

自定义颜色的定义： 

1. 第一行为 ##RENDER_SCHEME=1，其中“##RENDER_SCHEME”为声明的关键字，表

示自定义渲染之前先进行的自动化渲染。“=”后面是渲染模式。依次为：0-Customized; 

1-No color rendering ; 2-Countries & regions; 3-Gender; 4-Patient age; 5-Collection date。未

声明时，默认为 1。等号后面的值不包含于 1-5 时，默认为 1。 

2. 第二行开始是颜色的定义。第一列是叶子名称，第二列是类型，第三列是颜色的十六进

制编码。当自定义渲染的节点为内接点时，软件将以“leafNodeName1,LeafNodeName2”

的形式定义内节点，leafNodeName1 为该内节点下目前对应的第一个叶子节点的名字，

leafNodeName2 为该内节点下目前对应的最后一个叶子节点的名字。两个叶子节点的最

近共同祖先为渲染的内节点。 

 

示例： 

##Leaf render 

#format: name self/all color 

#name for internal node is: leafName1,leafName2 

#following are an example! 

##RENDER_SCHEME=1 

Russia/Vector_88201/2020,Luxembourg/LNS3702558/2020 all #0000ff 

USA/WI-260/2020 all #ff3399 

 

一些注意点： 

1. 在进化树的面板右键点击之后，再进行内节点或者叶子节点的 Recolor 之后，当前的

Color scheme 会进入 Customization 状态，此时再点击“Add customized scheme”按钮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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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当前的自定义染色的内容。用户可以借此自动生成自己所需的自定颜色渲染内容。

若用户不在 Customization 状态点击“Add customized scheme”按钮，那么就会显示一个自

定义颜色的样例。 

2. 用户尽量在显示所有的样本情况下点击“Add customized scheme”按钮，按照自定义的颜

色渲染。若在 Filter 之后进行，则会出现输入的叶子节点名称不包含在当前的进化树中，

导致结果不是用户所期望的。 

3. 若用户想批量更改按照“Countries & regions”或者 “Gender”等渲染方式的颜色。用户可

进入软件安装目录的 config/jsonData 子目录下，寻找相应的文件去改变颜色。例如：用

户想将来自 China 的病人样本染为红色，那么可以编辑 countries.json 文件，找到 China，

将当前的颜色设置为红色。这里需要特殊说明的是，在 CGB 中，countries 均应该视为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集合。 

浏览器(Genome browser) 

该控制面板用于调控右下角的基因组浏览器。关于基因组浏览器的详细说明请见“基因

组浏览器展示面板”。因为这一部分展示的信息比较稳定，短期内不会有改动，因此所需的

数据文件随着单机版一起发布并从本地获取，比如六个冠状病毒全基因组序列比对。这些文

件内容与网络接口上存放的数据文件内容相同，网络数据接口和文件见

https://ngdc.cncb.ac.cn/ncov/apis/data-latest/。具体的数据文件描述见

https://ngdc.cncb.ac.cn/ncov/apis/目录下的 readme。 

 

Genomic region :用于扩大显示新冠病毒的基因组区域。这个控制栏可用于精细化定位用户

感兴趣的区域。用户可以直接输入需要显示的区段的起始位置与终止位置。除此之外我们提

供了一组帮助用户左右移动的按钮。向左移动和向右移动分别包含三组按钮，依次分别为移

动一大格（3000bp），一中格(2000bp)和一小格(1000bp)。同时还提供了“Global view”按钮，

点击后将显示全局视图。 

 
 

Similarity plot: 用于调整 Seq similarity 这个 track 的调节，可以点击颜色按钮调整颜色。同

时允许用户自定义滑动窗口大小和步长，并在参数调整后重新计算全基因组的相似度统计量。 

 
 

Alignment view：控制与新冠病毒相近的六个冠状病毒基因组的序列联配可视化。我们支持

显示核苷酸或者氨基酸。 

 

https://ngdc.cncb.ac.cn/ncov/apis/data-latest/
https://ngdc.cncb.ac.cn/ncov/ap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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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器 Track 定制(Customized browser tracks) 

当前我们支持两种 track 的重新定制。 

1. Key domains track:当用户点击“Customize”按钮，会弹出当前我们定义的 key domains

信息。用户可以进行编辑修改。同时软件支持用户导入自己的文件，通过点击 Load 按

钮，可以载入文件内容。最后点击 OK 按钮可以查看自定义的 Track。 

文件格式：第一列为 domain 的名字，第二列为 domain 所在的基因的名字，第三列为该 domain

在该基因中的起始氨基酸位置，第四列为该 domain 在该基因中的终止氨基酸位置，第五列

为该 domain 的核苷酸起始位置（根据参考基因组），第六列为该 domain 的核苷酸终止位置

（根据参考基因组），第七列为该 domain 在 Pfam 数据库或 CDD 数据库中的 ID，第八列为

该 domain 的相关说明，第九列为该 domain 在 Pfam 数据库或 CDD 数据库中对应的页面的

网址链接。所有列都用 Tab 键进行分隔。 

文件示例： 

 
2. Primer sets: 用法同“key domains track”的自定义，但两者的格式稍有不同。 

文件格式：第一列为设计该引物的单位名称，第二列为该引物对应的基因名，第三列为同一

单位设计的同一基因的引物的索引标号，第四列为正向引物的起始位置（根据参考基因组），

第五列为正向引物的结束位置，第六列为反向引物的起始位置，第七列为反向引物的结束位

置。所有列都用 Tab 键进行分隔。 

文件示例： 

 
 

树操作(Tree operation) 

界面效果调整 

下表总结了此界面按钮的功能。 

图标 
    

功能 重新染色，当节

点是内节点时，

改变当前节点及

其所有子节点。 

改变叶子节点名

字的显示字体格

式；改变分枝的

标签名字显示字

体格式。 

改变下方的数据

说明的显示字体

格式。 

改变比例尺和坐

标轴上的显示字

体格式。 

注意事项 需要点击左键选

中进化树的任意

节 点 才 能 起 作

用。否则将显示

提示框，提示用

户至少选择一个

进化树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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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 
    

功能 线条加粗，当节

点是内节点时，

改变当前节点及

其所有子节点。 

线条变细，当节

点是内节点时，

改变当前节点及

其所有子节点。 

节点圆圈扩大，

当节点是内节点

时，改变当前节

点及其所有子节

点。 

节点圆圈缩小，

当节点是内节点

时，改变当前节

点及其所有子节

点。 

注意事项 需点击左键选中

进化树的任意节

点才能对其和其

子节点起作用。

默认将对整棵树

进行操作。 

需点击左键选中

进化树的任意节

点才能对其和其

子节点起作用。

默认将对整棵树

进行操作。 

需点击左键选中

进化树的任意节

点才能对其和其

子节点起作用。

默认将对整棵树

进行操作。 

需点击左键选中

进化树的任意节

点才能对其和其

子节点起作用。

默认将对整棵树

进行操作。 

  

展示信息调整 

下表总结了此界面按钮的功能。 

图标 
    

功能 是 否 显 示 比 例

尺，默认显示在

左上角。可以通

过鼠标拖动，将

比例尺放置在任

何 你 想 要 的 位

置。 

是否显示叶子名

称，默认不显示。

可以通过界面效

果按钮，改变字

体的属性，如大

小。 

是否显示下方的

数据说明，默认

将显示。 

是否显示坐标轴

与刻度线，默认

将显示。 

注意事项 只有 Rectangular 

layout 、Circular 

layout 和 Spiral 

layout 的

Phylogram 模式

下比例尺才有意

义，才显示。其

余情况将禁用。 

只 有 选 中 了 此

项 ， 在 Lineage 

marker 中 选 择

Leaf names 的标

记格式才会有显

示效果。 

 矩形布局的坐标

刻度位于底部。

只有 Rectangular 

layout 、 Circular 

layout 和 Spiral 

layout 的

Phylogram 模 式

下坐标刻度才有

意义，才显示。

其 余 情 况 将 禁

用。 

注意：用户点击界面操作按钮后得到的效果，在数据过滤、布局切换之后仍会保留。 

谱系标记（Lineage maker） 

我们支持展示预定的谱系分类结果，这些预定的谱系分类包括：S-D614G，L/S，A/B/C；这

些谱系的分类标准如下： 

 
*LINEAGE TYPE 
* 
*NAME S-D614G 
*1 A23403G S-D614G G23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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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 L/S 
*1 T8782C,T28144C S T8782,C28144 L C8782,T28144 
*2 T8782C,T28144C,C241T,C3037T,C14408T,A23403G L1 C8782,T28144,C241,C3037,C14408,A23403 L2 

C8782,T28144,T241,T3037,T14408,G23403 
* 
*NAME A/B/C 
*1 C29095T,T8782C,C28144T,G26144T A1 T29095,T8782,C28144,G26144 A2 C29095,T8782,C28144,G26144 

B C29095,C8782,T28144,G26144 C C29095,C8782,T28144,T26144 

 

NAME 关键字代表一种分类标记的开始，数字代表层数，后面的层是对前面层的细分。层

数后面是用来进行分类的突变。最后是分类后每种亚型对用的最终状态。 

（上文中的*仅代表为一行，实际谱系分类文件中并无*号标记） 

 

我们支持以四种形式来显示预定的谱系： 

形式 Style 说明 补充 

侧边 Sideward 即将标记的条带展示在最外

侧。 

矩形布局为最右边；类环形

布局在最外层。 

原位 In situ 找到不同亚型之间的分歧节

点，用一个图形进行标记。 

各个不同的布局展现形式都

一样。 

节点到叶子 Node to leaf 找到同一种亚型连续的叶子

节点，先找到其最近共同祖

先作为一个内接点，然后形

成该节点到两端叶子的覆盖

图形。 

矩形布局为矩形；类环形布

局为类圆环；无根树为扇环。 

叶子染色 Leaf name 根据不同的亚型对叶子名字

进行染色。 

此功能需要显示叶子名称才

能看到效果。 

  

分枝操作(Branch display) 

 
Branch length:树的枝长的计算方式设置，提供了三个选项 divergence、mutation 和 time 分

别对应分歧、突变数和时间，默认选择 time。这里 divergence 的计算方式是 mutation 的数

量除以纳入分析的基因组总长（例如分析数据时去掉前后各 100bp 的质量不高的序列，那么

分母即为原基因组总厂减去 200），以参考基因组为标准。 

Branch label:树的分枝标签设置，提供了 Name 和 Mutation 两个选项，勾选 Branch label 后

将在树的各分枝上显示对应标签，默认不显示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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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布局(Tree layout) 

Phylogram 和 Cladogram 

总体上来说进化树有两种布局，Phylogram 和 Cladogram。 

Phylogram：不但展示这个树的拓扑结构而且枝长也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显示的长度和数

据文档中的节点的长度信息是相关的。因为 Phylogram 有可能每个叶子节点并不对齐到最右

端（事实上，大部分情况并不对齐），所以有一个 align to tip 选项来增加右对齐辅助线。  

Cladogram：只展示树的拓扑结构，枝长没有生物学意义。显示为有一定的长度只是为了视

觉上更加美观。所以可以让他们右对齐，也可以每支都等长。 

 

具体布局 效果图 

Phylogram 

 
Phylogram align to t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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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dogram align to tip 

 
Cladogram with equal length 

 

详细布局说明 

下面以表格的形式说明各个布局的调节方式： 

布局(layout) 说明 界面特征 

矩形布局，最经典的

布局，从左到右为从

根到叶子。 

Show outgroup: 表示是否显示外

群，外群将会以虚线显示。 

Vertival: 表示纵向放大或者缩小。 

Horizo.: 表示横向放大或者缩小。 

 

该布局不可旋转。 

 

最底下部分： 

Curvature 表示的是矩形 Layout，

线段的弯曲程度，范围为 0~100。

下面展示的是值分别为 0，45，90

时的样式： 

   
 

 

布局整体呈现效果类似于矩

形。 

 

也可通过鼠标滚轮的滚动，对

界面进行放大或缩小。此时放

大无明显的上限。 

 

中间是四种布局的切换，当切

换为 Phylogram 的时候，并且

打开比例尺与坐标轴，则会显

示比例尺与坐标轴。 

 

Show root：表示是否显示根，

当显示根的时候，可以调节根

的长度。 

环形布局 Show outgroup: 表示是否显示外

群，外群将会以虚线显示。 

 

在放大选项上，合并了横向与纵向

的调节方式，这里只能总体调节。

该布局不能旋转。因为可通过调节

下面的 Start degree 与 Extent degree

来实现。 

 

Start degree 为绘制的起始角度，范

围为 0~360 度，Exent degree 为绘

制 的延伸角 度。下 面显示 start 

degree 为 90，Extent degree 为 90

时的情况。 

该布局包含外部环形与内部环

形两大类，整体呈现的效果类

似于一个圆环。 

 

也可通过鼠标滚轮的滚动，对

界面进行放大或缩小。此时放

大无明显的上限。 

 

中间是五种布局的切换，当切

换为 Phylogram 的时候会显示

比例尺与坐标轴。 

 

Show root：表示是否显示根，

当显示根的时候，可以调节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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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度。 

螺旋状布局 Extent degree 表示总共延伸的角

度，720 度即为两圈。 

Gap factor 为每一个螺旋之间的间

隙。值越大两个螺旋之间相距越

远。 

 

其它参数同上一个布局。 

该布局有两种类型的螺旋化，

分别为 alpha 型与 beta 型。

Alpha 型各处径向等宽，beta

型各处径向随着角度的增大而

不断增大。 

倾斜状布局 Leaf location ratio: 

可调整叶子在整个画布上所处位

置的比例。 

 

该布局可以进行旋转。 

该布局的特色为内节点与其第

一个子节点都处于同一直线

上，内节点与其最后一个子节

点都处于同一直线上。 

 

当出现分叉超过三个时，最后

一个单独存在，前几个合并为

一个。 

雷达型布局，即专门

表示无根树的布局。 

该布局可以进行旋转。 

此 布 局 下 ， 提 供 Phylogram 与

Cladogram 两种布局。此布局下不

显示外群，即切换为此布局的时

候，自动移除外群，并禁用“Show 

outgroup” 勾选按钮。 

提供了 Phylogram与 Cladogram 

注意： 

1. 此操作栏有放大缩小的功能：选中节点时，以选中节点为中心放大缩小；没有选中节点

时，如果已经放大过，还是按照上次的位置放大缩小。如果未放大过(例如，先前的操

作是 Refresh(Fit frame))，则按照中心放大缩小。 

2. 切换布局可以记住当前放大或者缩小的效果。可以实现放大缩小效果的操作：1)滚轮滑

动；2) 点击此操作栏的放大或者缩小 Slider；3）右键点击空白位置，右键后点击

Refresh(Fit frame)；4)拉动改变窗口大小，包括点击 SplitPanel 的三角形。 

 

可视化效果面板(Visual effects) 

CGB 采用了显示加速策略来加快图形界面展示的过程。 

Horizontal display resolution: 横向展示的分辨率，取值为 0 到 1，越接近与 0 显示速度越快，

显示的点越少。 

Vertical display resolution: 纵向展示的分辨率，取值为 0 到 1，越接近于 0 显示速度越快，

显示的点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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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展示面板 

该展示面板的操纵方式主要是通过鼠标的左右键点击与拖拽进行的。除此之外键盘的一些输

入也会被监听。 

鼠标事件 

在树展示面板中，我们支持的交互式操作有：左键单击，右键单击，滚轮滑动与鼠标移动。 

左键 

你可以通过左键单击选中你感兴趣的树节点，该节点在视觉上会变成选中状态。通过和键盘

上的 Ctrl 键配合，可以实现多选。当点击空白区域时，会取消所有的选中状态。 

滚轮 

滑动滚轮可以实现树全局的放大与缩小。并且放大是没有限制的，可以无限放大。 

右键 

大量功能包含在右键点击的操作当中。 

1. 当在空白区域右键 
会出现如下的几个选项： 

选项 功能 

Refresh ( Fit frame) 刷新这个界面 

Recover all graphics effects 将所有的图形设置操作恢复默认效果。 

Clear all annotations 去除掉所有自定义注释。 

Recover all collapsed nodes 恢复所有的 collapse 节点 

Cancel all selections 清除所有的节点选中（包括通过搜索添加

的和鼠标左击添加的） 

Select descendants 选中所有选中节点的子节点 

Remove customized colors 移除所有的自定义染色效果（包括通过鼠

标右击添加的和通过点击 allele freq. 

bar.添加的）。 

Export 导出图片或数据 

  

2. 当选择了叶子节点之后右键 
会出现如下的几个选项： 

选项 功能 

Display more information 显示该节点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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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om in this node 以该节点为中心进行放大 

Recolor 对当前节点及其子节点进行染色 

Swap nodes 将当前节点和它上一个兄弟节点进行位置

交换，如果选中的为第一个节点则会和末

尾的节点进行交换 

Present back mutations 跳转至回复突变显示模块 

Display all mutations 跳转至 Genomic Mutation Presenter 模块显

示样本的突变 

Display amino-acid mutations 跳转至 Genomic Mutation Presenter 模块显

示样本的氨基酸突变 

  

3. 当选择了内节点之后右键 
会出现如下的多功能菜单栏： 

名称 效果实现前 效果实现后 

View this 

clade in 

new tab 

进化树面板只有 Global tree 这个标

签页(tab) 

根据点击的内节点，新生成一个标签

页(tab)，此内节点成为新的根。 

注意：这个新的 tab 只是当前进化树

的一个子树，仅仅提供可视化的功能，

左侧控制面板的操作还是针对的

Global tree。 

具体来说： 

1.打开谱系分类之后，新的 tab 可以

展示当前主界面的分类情况。当用户

切换分类标准或者分类形式，新的tab

不会产生变化。 

View 

original 

clade in 

new tab 

进化树面板只有 Global tree 这个标

签页(tab) 

根据点击的内节点，新生成一个标签

页(tab)，此内节点成为新的根,且会展

示出该内节点下的没有过滤过的所有

样本。 

注意：这个新的 tab 只是当前进化树

的一个子树，仅仅提供可视化的功能，

左侧控制面板的操作还是针对的

Global tree。 

 

Zoom in 

this node 
 以选中节点为中心进行放大。 

Select all 

descendant 

nodes 

 选中该内节点及其下面的所有子节

点，以便 filter 进行过滤留下整个

clade 

Set all 

descendant 

nodes 

unselected 

 使该内节点下的所有子节点恢复未选

中状态 

Display 

more 

information 

 可以新生成一个 Dialog 专门显示一个

节点的信息，用户可以很方便的复制

粘贴。 

Export leaf 

information 
 导出当前节点对应的叶子节点的所有

信息，此信息同 tooltip 展示的信息。

最终文件的格式为 tsv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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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ap 

nodes 

  
注意：如果是三次分叉的分枝，那么

点击此按钮的话将会逐次 swap 以达

到用户的目的。例如三个分叉是 1、2、

3 那么点击 2 进行 swap，就是 1 与 2

进行交换；点击 1 进行 swap 就是 1 与

3 进行交换。 

Ladderize 

up 

  
Laddrize 

down 

  
Collapse 

 

 
注意：Collapse 之后表示的是内节点

被隐藏，那么在计算突变频率的时候

将会不考虑，该内节点对应的自节点。 
Annotaion 

我们提供

了四大类

注释 

 
 

 

 

 

Sideward clade annotation 

 

  Internal node in-situ ann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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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l node to leaf annotaion 

 
  Leaf name annotaion 

 
Clear 

annotations 
 即把注释去掉，上面的逆向过程。可

定点清除位于该内节点及其子节点产

生的注释。 

Recolor 

定制化节

点以及子

节点颜色 

  
Present 

back 

mutations 

 跳转至回复突变显示模块 

Display all 

mutations 
 跳转至 Genomic Mutation Presenter 模

块显示样本的突变 

Display 

amino-acid 

mutations 

 跳转至 Genomic Mutation Presenter 模

块显示样本的氨基酸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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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 

我们提供了查看树节点信息的 Tooltip，当用户将鼠标位置移动到树的节点上时，软件

将在右侧显示树节点的详细信息。 

键盘事件 

我们支持如下的键盘敲击事件： 

按键 效果 

Ctrl 配合鼠标左键可以连续选择。提示：当出现 tooltip 时单击

效果更好。下面是示意图： 

 
Up 当前存在选中的节点时，敲击键盘的 Up 键，可以将选择

框上移，选中目前选中节点上方的节点，并且自动显示

tooltip，方便用户查看。注，当该节点是非根节点，且自己

不是第一个 child 时才会起作用。 

Down 同上，当该节点是非根节点，并且自己不是最后一个 child

时才会起作用。 

Left 同上，当该节点是非根节点，并且含有 parent 时才会起作

用。 

Right 同上，当该节点是非叶子节点，并且含有 child 时才会起作

用。 

  

基因组浏览器展示面板 

当前总共有六个 tracks，下面逐一说明。 

Track1: Genome struct 

 
该 track 显示了整个基因组的结构。当鼠标落在顶部的黑色倒三角上，可以进行左右拖拽进

行显示区域的调节。两倒三角间标注的灰色区域即为目前各 track 显示的区域。当鼠标移动

到灰色区域上时，鼠标会变成“十字架”，可以左右拖拽移动灰色显示区。所有的移动调节操

作都会同步设置控制面板的 Genomic region 的起止位置。 

Track2: Key dom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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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track 用于显示关键的结构域，根据 track1 拖动的起始区域与终止区域进行显示，鼠标放

在每个结构域上会显示其相关信息，右键点击会出现菜单栏，可以复制该结构域对应的氨基

酸序列、跳转到其对应的数据库页面（Pfam 或 CDD）以及将显示区调整到显示整个结构域。 

Track3: Allele freq 

 
用于显示突变率,与 track2 同理,根据 track1 拖动的起始区域与终止区域进行显示。刻度尺会

根据显示区域进行改变。当鼠标点击突变率时，会和右上的进化树展示面板进行联动反应。

同样的，在进化树中选中节点点击了 Update mutation frequency 也会导致 track3 的改变。同

时，当将鼠标放在各位点表示突变率的 bar 上时，tooltip 会显示整棵树或当前选中子树的该

位点的突变率以及突变率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Track4: Sequence similarity 

 
用于显示序列间的相似度变化曲线，与 track2 同理，该 track 根据 track1 拖动的起始区域与

终止区域进行显示。在控制栏面板的 Similarity plot 可以进行曲线颜色更改和滑动窗口大小

和步长的设置。 

Track5: Alignment view 

 
用于显示核苷酸与氨基酸序列，与 track2 同理，该 track 根据 track1 拖动的起始区域与终止

区域进行显示。当鼠标移到 name 或者 sequence 上时分别会有 Tooltip 显示序列相关信息和

位点信息，在控制栏面板的 Aligment view 可以进行核苷酸与氨基酸显示的切换。 

Track6: Primer sets 

 
用于显示一些引物序列，底部的灰色条带为参考基因组的序列，上面的彩色条带对应一条条

引物扩增产物。与 track2 同理，该 track 根据 track1 拖动的起始区域与终止区域进行显示。

鼠标放在每个引物条带上时会显示其相关信息，右键点击会出现菜单栏，可以复制正向引物

和反向引物的序列以及将显示区调整到显示该引物的扩增序列或者该引物条带对应的正向

引物和反向引物。 

  

说明：当鼠标挪到每个 track 左侧区域时，右键可以配置显示的 track，用户可以自己控制要

显示的 tracks。 

非中性进化分析面板 

正选择检测 

该模块用于检测潜在的正选择位点，默认给出了使用全样本树进行计算筛选的结果。用

户也可自己对全样本树进行过滤获得自己感兴趣的树并设置感兴趣区间进行重新计算，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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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需耗费一些时间，请耐心等待。计算完成后，点击底部“Export table”按钮可导出结果

表格。另外点击表格上方的“Load default results”按钮可重新加载默认的全样本树筛选结果。 

下表出关于筛选结果表的各项说明： 

Position 突变的位置 

Gene 突变所在的基因名 

Nucl. mut. 核苷酸突变 

AA mut. 突变所导致的氨基酸突变 

Start time 突变第一次被测到的时间 

Start freq 突变的起始频率 

End/Last time 突变固定的时间或已有样本的最晚时间 

End/Last freq 突变固定下来或到已有采样时间时该突变的频率 

Sel coeff 选择系数 

P-value 计算选择系数时的线性拟合的 p 值 

R-square 计算选择系数时线性拟合的 R
2
 

Export 点击该列的按钮可以导出从突变出现开始该突变的频率变化数据（天

为单位） 

 

减速进化检测 

该模块用于检测减速进化，可筛选在给定时长内无突变发生的毒株，提示这些毒株可能

存在冷链保存或其他原因导致的毒株特异性的突变速率的降低。“Time length”可进行时长

设定，点击“Calculate”按钮后，将计算目前树中没有发生突变的时长超过设定时长的样本并

给出结果表。下表给出结果表格中的各项说明： 

Isolate 毒株的名字 

Accession number 毒株的序列号 

Country/region 毒株的采样国家或地区 

Province 毒株的采样省份 

No mutation[Start, 

Collection date] 

毒株没有发生突变的时间段(没发生突变的起始时间到样本收集时

间) 

Time length 没有发生突变的时长（天） 

FDR corr P Fdr 校正后的 p 值 

用户可以点击“Export table”按钮导出计算结果，也可选中感兴趣的记录点击“Mark all 

selected record in the tree”在树中标记对应的节点。点击“Clear all markers”可清除树上的

标记。 

加速进化检测 

该模块用于检测存在加速进化的内枝，用户可选择感兴趣的基因区间并设置所需的阈值，

点击“Calculate”后将对现有树进行计算，并将存在加速进化的显著的内枝信息给出在下方表

格中。下表给出结果表格中的各项说明： 

CGB ID 内枝对应的 CGB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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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length 内枝的时间长度 

FDR corr P Fdr 校正后的 p 值 

Accession number 内枝下的两个子节点的序列号 

Num of muts 内枝对应的核酸突变个数 

Nt mutations 内枝带有的核苷酸突变 

AA mutations 内枝带有的氨基酸突变 

Start time 内枝的开始时间 

Descendant num 内枝对应的 clade 带有的样本数目 

用户可以点击“Export table”按钮导出计算结果，也可选中感兴趣的记录点击“Mark all 

selected record in the tree”在树中标记对应的节点。点击“Clear all markers”可清除树上的

标记。 

 

谱系追溯面板 

按钮说明 

Load：文件加载按钮。用于输入新的冠状病毒序列，软件支持的输入文件格式为 Fasta 格式。 

输入文件说明：本软件支持两种模式运行。第一种，传入一个含有标准病毒参考序列的比对

过的 fasta 文件，其中参考序列的名字必须为“NC_045512”。第二种，只要输入病毒序列，

不需要比对，如果序列中含有 gap 那么我们将移除 gap。以上过程并不需要用户进行判断，

软件会自行判断应该以哪种模式运行。当软件以第一种模式运行时，会直接用追踪算法进行

计算；以第二种模式运行时，会先将用户输入的序列同标准病毒参考序列合并，形成一个新

的 fasta 文件。然后再将此文件用“Mafft (https://mafft.cbrc.jp/alignment/software/)”软件进行比

对，再用追踪算法进行计算。 

 

Parameter：参数设置按钮，当前软件支持的参数有 Number of best match，即显示多少个最

佳的匹配记录，默认取 top 10。另外我们采用的序列联配软件为 MAFFT v7.427 (2019/Mar/24) 

https://mafft.cbrc.jp/alignment/software/  

 

Analysis：点击即可运行分析流程，流程启动后鼠标将会变成等待手势。运行结束后手势回

复正常。 

 

Clear graphic effects:  点击表格中的记录，进化树展示面板会实时响应，显示出 target 的追

溯路径并标红。这时，可以点击该按钮清除这些标红。 

 

查询结果框 

Query：输入的要查询的序列的名称。 

Target：树中追溯到的目标序列，默认按照相似度从大到小进行排列。目标序列可以是叶子

节点也可以是内节点。当是叶子节点时，表示方式为“叶子节点名称:样本收集日期”。当是

内节点时，表示方式为“（该内节点下第一个叶子节点名称,该内节点下最后一个叶子节点名

称）:节点推断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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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ilarity: Query 序列和 Target 序列的相似度。 

Mismatch: Query 序列和 Target 序列不匹配的位点个数。 

Difference[query position target]：Query 序列和 Target 序列的差异。突变的显示方式为“ query

的状态+对应参考基因组上的位置(1 based)+target 的状态”(如 T5A 表示 query 序列中 5 号位

为 T，而树上的 target 序列 5 号位为 A)。 

相关操作：点击表格中的记录后，进化树展示面板会实时响应，显示出 target 在叶子节点中

的位置。显示的方式为将节点设置为选中状态。 

 

本地数据分析 

  用户可以按照如下流程，调用 CGB 分析程序进行本地数据的分析。 

已有树上添加新序列 

一、文件准备 

所需文件 

文件名 文件说明 

mainDataFile.txt 包含进化树、突变和相关信息的核心文件 

accessionNumbers.txt 进化树叶子(菌株)状态信息 

alignedNewSeq.fas 比对好的要添加的新序列 

information.txt 要添加的新序列的相关信息 

 

1. mainDataFile.txt: 由 CGB 建树程序生成。 

2. accessionNumbers.txt: 由CGB 建树程序生成，需要和对应的 mainDataFile.txt 结合使用。 

3. information.txt: 需使用者根据下面定义的格式自行准备。 

 

information 文件的格式： 

第一列：accession number，需要和序列比对文件中的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名称，一一对应。 

第二列：病毒毒株名，如 hCoV-19/Wuhan/IVDC-HB-01/2019。 

第三列：样品收集时间，格式为年-月-日，如 2019-12-30。 

第四列：国家，注意使用统一用法，如美国统一为 USA，而非 United States。 

第五列：地区，如无地区信息，填写 N/A。 

第六列：病人年龄，如信息缺失，填写 N/A。当病人年龄小于 1 岁时，使用小数表示，精确

到小数点后 1 位。病人年龄可能为 0，即刚刚出生的婴儿。 

第七列：病人性别，女性为 F，男性为 M。如信息缺失，填写 N/A。 

第八列：序列提交日期，格式为年-月-日。如信息缺失或者没有精确到具体日期，填写 N/A。 

第九列：提交人或者提交单位或者样品提供者信息。该列中只能使用空格，不能使用 tab，

否则将会影响列的识别。 

第十列：样本编号，编号不可重复且至少需大于已有树中的最大值，建议采用区间

[10000000,2147483647] 内的数值进行编号。 

 

注意事项： 

⚫ 各列中间由 tab 键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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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的名称中，不能包括小括号。 

⚫ mainDataFile.txt 和 accessionNumbers.txt 需要配对使用 

 

二、运行参数 

 

参数 是否必要 说明 

-existedMainDataFile 是 已有树的 mainDataFile.txt 

-existedAccesionNumberFile 是 已有树的 accessionNumbers.txt 

-inputData 是 要添加的新序列的比对好的 fasta 文件 

-newInforFile 是 要添加的新序列的相关信息文件 

-accelerate 否 是否进行加速 

-h 否 查看帮助 

-noti 否 添加完序列之后不全局推断时间 

-multiT 否 使用多线程加速全局时间推断，当-noti 参数

启用时改参数讲不起作用 

 

示例： 

java -Xmx40g -cp "eGPS_lib/*:./config/plugin/genbrowser_v1.1.jar" 

egps.module.ncov.analysis.pipline.BuildTreeFromExistedTree -existedAccesionNumberFile 

accessionNumbers.txt -existedMainDataFile mainDataFile.txt -newInforFile information.txt 

-accelerate -inputData "fasta:alignedNewSeq.fas " 

 

注意事项： 

⚫ -cp 后，Linux 和 MacOS 下各库文件之间使用符号“:”分隔，Windows 下使用符号“;”分割。

如有疑问，请参考 JAVA 说明或者咨询贵单位的 IT 部门。 

⚫ JAVA 版本需要大于 8，推荐直接使用随着 eGPS 一起分发的 JRE。注意不支持 OpenJDK。 

⚫ -cp 选项需要纳入核心的 eGPS_xxx.jar 和 genbrowser_v1.1.jar 以及相关其它的依赖库。 

 

从头建树 

2.1 生成树 

一、文件准备 

必要文件： 

文件/路径 文件/路径说明 

./fas 存放比对好的 fasta 文件 

ref.fasta 参考基因组序列 

information.txt 要添加的新序列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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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文件： 

文件 文件说明 

ancesterSequence.tsv 存放祖先状态 

outGroup.fas 存放外群的序列 

 

二、运行参数 

 

参数 是否必要 说明 

-fastaDir 是 存放比对好的 fasta 文件的目录，用于建树 

-totalInforFile 是 序列的相关信息 

-targetRegion 是 用于建树的基因组区间 

-outNwkFile 是 输出的树文件 

-outTotalInforFile 是 输出的样本信息文件，为 totalInforFile 元素

子集 

-refGenomeFile 是 存放参考基因组的 fasta 文件 

-refGenomeID 否 参考基因组的 ID，默认是 NC_045512 

-ancestorFile 否 设置祖先的文件 

-fastaFileContainsOutgroup 否 存放外群序列的文件 

-numOfThread 否 线程数，默认为 2 

-h 否 查看帮助 

 

示例 1：没有设置外群序列，获得的树是没有重新定根的，不能用于后续推断分析生成接口

文件 

java -Xmx40g -cp "eGPS_lib/*:./config/plugin/genbrowser_v1.1.jar" 

egps.module.ncov.analysis.pipline.BuildTreeFromScratchCLI -fastaDir ./fas -numOfThread 3 

-outNwkFile testout.nwk -outTotalInforFile testoutinfor.txt -refGenomeFile ref.fasta 

-targetRegion 100_29800 -totalInforFile information.txt 

 

示例 2：设置了祖先状态和外群序列，获得的树是重新定根的，可用于推断分析生成接口文

件 

java -Xmx40g -cp "eGPS_lib/*:./config/plugin/genbrowser_v1.1.jar" 

egps.module.ncov.analysis.pipline.BuildTreeFromScratchCLI -fastaDir ./fas -numOfThread 3 

-outNwkFile testout.nwk -outTotalInforFile testoutinfor.txt -refGenomeFile ref.fasta 

-targetRegion 100_29800 -totalInforFile information.txt -ancestorFile ancesterSequence.tsv 

-fastaFileContainsOutgroup outGroup.fas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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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 后，Linux 和 MacOS 下各库文件之间使用符号“:”分隔，Windows 下使用符号“;”分割。

如有疑问，请参考 JAVA 说明或者咨询贵单位的 IT 部门。 

⚫ JAVA 版本需要大于 8，推荐直接使用随着 eGPS 一起分发的 JRE。注意不支持 OpenJDK。 

⚫ -cp 选项需要纳入核心的 eGPS_xxx.jar 和 genbrowser_v1.1.jar 以及相关其它的依赖库。 

 

2.2 推断分析并生成接口文件 

一、 文件准备 

所需文件 

文件/路径 文件/路径说明 

./fas 存放比对好的 fasta 文件 

ref.fasta 参考基因组序列 

information.txt 要添加的新序列的相关信息 

testout.nwk.rerooted.nwk 重新定根的树 

 

二、 运行参数 

 

参数 是否必要 说明 

-fastaDir 是 用于建树的比对好的 fasta 文件所在路径 

-totalInforFile 是 序列的相关信息 

- inputRerootedTreeFile 是 重新定根过的树的 nwk 文件 

-refGenomeFile 是 存放参考基因组的 fasta 文件 

-h 否 查看帮助 

 

示例： 

java -Xmx40g -cp "eGPS_lib/*:./config/plugin/genbrowser_v1.1.jar" 

egps.module.ncov.analysis.pipline.MainAnalysisCLI -fastaDir ./fas -refGenomeFile ref.fasta 

-totalInforFile information.txt -inputRerootedTreeFile testout.nwk.rerooted.nwk 

 

注意事项： 

⚫ -cp 后，Linux 和 MacOS 下各库文件之间使用符号“:”分隔，Windows 下使用符号“;”分割。

如有疑问，请参考 Java 说明或者咨询贵单位的 IT 部门。 

⚫ JAVA 版本需要大于 8，推荐直接使用随着 eGPS 一起分发的 JRE。注意不支持 OpenJDK。 

⚫ -cp 选项需要纳入核心的 eGPS_xxx.jar 和 genbrowser_v1.1.jar 以及相关其它的依赖库。 

 

抽样生成小规模数据 

采用分层抽样，对大样本进化树重新抽样，生成小样本的进化树。 

一、文件准备 

所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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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路径 文件说明 

mainDataFile.txt CGB 的接口文件 mainDataFile.txt 

accessionNumbers.txt CGB 的接口文件 accessionNumbers.txt 

注意：CGB 的接口文件 mainDataFile.txt 和 accessionNumbers.txt 必须配套使用。 

 

示例： 

java -Xmx6g -cp "eGPS_lib/*:./config/plugin/genbrowser_v1.1.jar" 

egps.module.ncov.analysis.pipline.SampleTree mainDataFile.txt accessionNumbers.txt 

 

注意事项： 

⚫ -cp 后，Linux 和 MacOS 下各库文件之间使用符号“:”分隔，Windows 下使用符号“;”分割。

如有疑问，请参考 JAVA 说明或者咨询贵单位的 IT 部门。 

⚫ JAVA 版本需要大于 8，推荐直接使用随着 eGPS 一起分发的 JRE。注意不支持 OpenJDK。 

⚫ -cp 选项需要纳入核心的 eGPS_xxx.jar 和 genbrowser_v1.1.jar 以及相关其它的依赖库。 

第八部分：Coronavirus GenBrowser2 

Coronavirus GenBrowser2（CGB2.0）是 Coronavirus GenBrowser（CGB）的升级版本，

仅需占用较小内存即可分析和可视化数百万 SARS-CoV-2 基因组序列。CGB2.0 单机版保留

了用户直接导入不同样本接口文件，并启动软件进行分析的功能。又在此基础上将可视化功

能与计算功能分离，形成了前后端分离的架构，单机版都可以作为客户端向服务器发送请求，

服务器经过计算后形成结果返回客户端。下文主要说明 CGB2.0 与 CGB1.0 的差异。 

 

数据导入 

在模块启动时，用户需要选择数据获取方式，当前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选择方式见下

图。可以选择从网络获取数据，此时中国国家基因组数据中心 NGDC (National Genomics Data 

Center, China)将会提供服务；也可以选择导入符合格式的本地数据，该数据可以通过本地数

据 分 析 产 生 （ 见 第 七 部 分 ， 本 地 数 据 分 析 ） , 也 可 以 是 来 源 于

NGDC(https://ngdc.cncb.ac.cn/ncov/apis/)的公共数据。与 CGB1.0 不同，当选择从网络获取数

据时，客户端需要根据用户的需求向服务器请求数据，故需保证处于通畅的网络连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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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控制栏 

CGB2.0 的控制栏相较 CGB1.0 略有调整，但主要功能基本相同。CGB2.0 的控制栏由

Data source、Data operation、Tree operation、Tree layout、Data operation、Identification of 

non-mutated path、Genome Browser 以及 Customized browser tracks 组成。 

数据来源(Data source) 

此面板功能与 CGB1.0 一致。 

数据操作(Data operation) 

该栏目主要进行数据搜索与过滤操作，与 CGB1.0 差别较大，在此进行详细说明。CGB2.0

的 Data operation 面板由两个主按钮和 4 个子面板构成，下面对这 6 部分进行详细说明: 

 

 
(1) Restore all parameters 按钮 

功能类似 CGB1.0 的“Show all samples”按钮，会清除所有对数据的操作，显示初始加载

的所有样本。 

(2) Set all parameters by text 按钮 

点击后会跳出一个弹窗，可以使用参数文本一次性设置所需的数据操作。 

 

文本格式说明： 

#开头的内容为注释信息，不会被程序所识别，$开头的内容为参数设置信息。 

 

各参数说明： 

$searchCriteria：后面为搜索过滤条件，一行一个。一行包含两列信息，第一列为搜索词条，

第二列为是否针对搜索词条进行过滤，两列使用 tab 键分割。搜索过滤操作按顺序执行。 

$hasDoneSexFilter：是否进行性别过滤。 

$sexSelectString：性别过滤的条件，可以填写 M、F、U、MF、MU、FU、MFU。M 代表男

性，F 代表女性，U 代表未知。 

$hasDoneDateFilter：是否进行日期过滤。 

$dateStart：日期过滤的最早时间。 

$dateEnd：日期过滤的最晚时间。 

$hasDondAgeFilter：是否机进行年龄过滤。 

$ageStart：年龄过滤的最小年龄。 

$ageEnd：年龄过滤的最大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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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DoneCountryFilter：是否进行国家过滤。 

$continent：国家过滤时，如果想要保留一个大洲的国家在此参数的下一行写上洲名。 

$country：国家过滤时想要保留的国家名，一行一个。 

$selfSelectedNodes：需要自选中的节点的 CGBID，一行一个。 

$descendantSelectedNodes：需要子代选中的节点的 CGBID，一行一个。 

$collapsedNodes：需要折叠的节点的 CGBID，一行一个。  

$branchLegthType：枝长的展示类型，0 是 Time，1 是 mutation，2 是 Divergence。 

 

示例： 

  

#This is the parameter setting panel. 

#Lines start with '#' is annotation, start with '$' is parameter. 

#The filter parameters only work when the "hasDone" parameter is "true". 

#For table-like data, each column is separated with tab key. 

 

$searchCriteria 

#searchTerms  isFiltered 

 

$hasDoneSexFilter=false 

#The sexSelectString can be (M,F,U,MF,MU,FU,MFU). 

$sexSelectString=MFU 

 

$hasDoneDateFilter=false 

$dateStart=null 

$dateEnd=null 

 

$hasDoneDateFilter=true 

$dateStart=2019-12-30 

$dateEnd=2022-04-18 

 

$hasDoneCountryFilter=true 

$continent 

Europe 

$country 

China 

 

$selfSelectedNodes 

$descendantSelectedNodes 

 

$collapsedNodes 

 

$branchLegthTyp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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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elect and filter 面板 

 

：功能同 CGB1.0。 

：清除树上选中节点的红点标记。 

：针对搜索框中的词条在树上进行搜索，同时针对搜索结果和树上已经

标记的节点进行过滤，仅保留满足搜索条件或者在树上有标记的节点。 

：清除针对标记节点进行的过滤操作。 

(4) Sample selection 面板 

各按钮功能同 CGB1.0 的 Data operation 的“特定条件过滤”。 

 
(5) Branch length 面板 

设置枝长的计算方式，同 CGB1.0 的 Branch display 面板中的 Branch length 功能。 

 
(6) Current state 面板 

此面板用于记录用户操作，面板不可编辑。主要分成如下 3 个部分： 

 

Node selected by mouse click：鼠标选中节点的记录。$selfSelectedNodes 后记录用户自选

中节点的 CGBID，一行一个。$descendantSelectedNodes 后记录用户进行子代选中节点的

CGBID，一行一个。 

Search criteria for current tree：展示搜索和过滤记录。分为两列，第一列为搜索词条，第二

列为是否进行的过滤，记录从上往下按顺序执行。子代选中记录的过滤情况也会在此栏记录，

该记录以‘@’符号开头。 

Collapsed nodes: 记录被折叠的节点的 CGBID，一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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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操作(Tree operation) 

整合了 CGB1.0 中的 Tree operation、Color scheme 以及 Branch display 中的 Branch label

部分。相关按钮功能与 CGB1.0 一致。 

树布局(Tree layout) 

CGB2.0 仅支持常规的矩形布局。 

 

鉴定无突变路径（Identification of non-mutated path） 

此面板功能与 CGB1.0 一致。 

 

浏览器(Genome browser) 

此面板功能与 CGB1.0 一致。 

 

浏览器 Track 定制(Customized browser tracks) 

此面板功能与 CGB1.0 一致。 

 

树展示面板 

此面板功能与 CGB1.0 一致。 

 

基因组浏览器展示面板 

此面板功能与 CGB1.0 一致。 

 

非中性进化分析面板 

CGB2.0 暂不支持相关功能，需要使用相关功能请使用 CGB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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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系追溯面板 

此面板功能与 CGB1.0 一致。 

 

第九部分：eGPS 插件 

Nwk2CGBnwk 

该插件主要用于将普通 nwk 格式的树转换成“Coronavirus GenBrowser”插件可读取的

CGB 树的接口文件，从而用户可以使用“Coronavirus GenBrowser”插件可视化任何自己构建

的进化树，尤其是其他软件不支持的大样本量进化树。 

 

一、文件准备 

1. treeFile 

nwk 格式的树 

2. infoFile 

提供对应 treeFile 中的样本的 meta 信息，包括如下几列，按顺序排列，tab 分隔 

Accession number 必填 

Strain name 必填 

Collection date 格式为“yyyy-mm-dd” 

Country 必填 

Province 可以为空 

Age 为空时填写 N/A 

Gender 女性填写 F，男性填写 M，为空时填写 N/A 

Submission date 格式为“yyyy-mm-dd“ 

Institution 为空时填写 N/A 

Index 必须唯一，且为数字 

 

 

二、“nwk2CGBnwk”插件的使用 

1. 将 nwk2CGBnwk.jar 放置在/config/plugin 目录下 

 

2. 运行 eGPS，在菜单栏的 Plug-ins 下即可找到插件“Nwk to CGB nw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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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后进入如下界面 

 
4. Generate info file 

当仅有树文件，无真实 meta 信息文件时，可使用该功能生成一个虚假的 Info 文件，供转换

CGB 的接口文件使用。 

 

参数说明： 

Tree file: nwk 格式的树文件 

Output path: 生成的虚假 Info 文件的输出位置。输出文件名为“Info.txt“ 

 

5. Nwk to CGB nwk 

将普通的 nwk 格式的树转换成 CGB 可以读取并可视化的树，输出满足 CGB 输入的接口文件

mainDataFile.txt 和 accessionNumbers.txt。 

 

参数说明： 

Tree file: nwk 格式的树文件 

Info file: meta 信息文件， 需要满足“一“中的格式说明。若无真实的 meta 信息，可用”Generate 

info file“ 生成一个虚假信息文件供树的可视化使用。 

Output path: 生 成 的 接 口 文 件 的 输 出 位 置 。 将 生 成 两 个 文 件 ， mainDataFile.txt 和

accessionNumbers.txt。 

 

6. 将 mainDataFile.txt 和 accessionNumbers.txt 两 个 文 件 打 包 成 .zip 文 件 ， 可 导 入

“Coronavirus GenBrowser”插件进行可视化。 

 

 

注意： 

1. 格式转换后的树在“Coronavirus GenBrowser”插件中仅支持 Branch length 为 Divergence

的展示方式（可在”Branch display”面板下设置）。不再支持 Time 的展示方式，内节点

时间全部默认赋值 2019-11-30，非推断的内节点时间。 

2. 格式转换后的树可采用“Coronavirus GenBrowser”插件进行可视化，可进行注释、染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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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操作。在提供真实 meta 信息的情况下也支持过滤和搜索操作。 

3. 格式转换后的突变信息全部默认标注 N100N，非真实信息。原对突变信息的各项分析操

作不再支持。 

 

三、命令行使用 

1. Generate info file 

示 例 ： java -Xmx7g -cp "eGPS_lib/*:./config/plugin/nwk2CGBnwk.jar" 

nwk2cgbnwk.ProduceFakeInfoFile "global.tree" "C:\\outputPath\\" 

 

参数说明： 

按照顺序分别为树文件和输出路径 

 

注意事项： 

⚫ 填写路径时不能使用..等，目前的代码无法识别，在这种情况下需填写绝对路径。 

⚫ -cp 后，Linux 和 MacOS 下各库文件之间使用符号“:”分隔，Windows 下使用符号“;”分割。

如有疑问，请参考 JAVA 说明或者咨询贵单位的 IT 部门。 

⚫ JAVA 版本需要大于 8，推荐直接使用随着 eGPS 一起分发的 JRE。注意不支持 OpenJDK。 

⚫ -cp 选项需要纳入核心的 eGPS_xxx.jar 和 genbrowser_v1.1.jar 以及相关其它的依赖库。 

 

2. Nwk to CGB nwk 

示例： 

java -Xmx7g -cp "eGPS_lib/*:./config/plugin/genbrowser_v1.1.jar" 

egps.module.ncov.util.tree.Nwk2CGBNwk "global.tree" "CGB_info" "C:\\outputPath\\" 

 

参数说明： 

按照顺序分别为树文件，info 文件和输出路径 

 

注意事项： 

⚫ 填写路径时不能使用..等，目前的代码无法识别，在这种情况下需填写绝对路径。 

⚫ -cp 后，Linux 和 MacOS 下各库文件之间使用符号“:”分隔，Windows 下使用符号“;”分割。

如有疑问，请参考 JAVA 说明或者咨询贵单位的 IT 部门。 

⚫ JAVA 版本需要大于 8，推荐直接使用随着 eGPS 一起分发的 JRE。注意不支持 OpenJDK。 

⚫ -cp 选项需要纳入核心的 eGPS_xxx.jar 和 genbrowser_v1.1.jar 以及相关其它的依赖库。 

 

sampleCGBTree 

该插件主要用于生成“Coronavirus GenBrowser”插件可读取的抽样树的接口文件。在样本量

过大，超出电脑配置可支持可视化的量时，可使用此插件生成包含所需节点的合适样本量的

抽样树接口文件供后续分析使用。 

 

一、文件准备 

1. mainDataFile.txt 和 accessionNumbers.txt 

“ Coronavirus GenBrowser ” 插 件 使 用 的 接 口 文 件 ， mainDataFile.txt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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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ionNumbers.txt 需配套提供，并打包成一个“.zip”压缩文件。 

2. mutstSampleNode.txt 

存放必须要抽出的节点的 CGB ID，一行一个，可为叶子节点或内节点，当提供的为内节

点 CGB ID 时将抽出内节点对应的整个 clade。如果没有必须抽样节点可提供一个空文件。 

 

二、“sampleCGBTree”插件的使用 

1. 将 sampleCGBTree.jar 放置在/config/plugin 目录下 

 

2. 运行 eGPS，在菜单栏的 Plug-ins 下即可找到插件“SampleCGBTree“ 

 
3. 点击后进入如下界面 

 

4. 参数说明 

Interface file：CGB 的接口文件，包括 mainDataFile.txt 和 accessionNumbers.txt 的一个.zip

压缩文件。 

3. Must sample clades：“一”中所提的”mutstSampleNode.txt”格式的文件 

Sample percentage：抽样比例, (0,1]之间的小数。 

 

5. 点击“Calculate”进行计算 

按钮点击后即开始计算，计算过程中软件下方会有进度条显示，计算结束后会有提示框提示

“输出成功”。生成的抽样文件会输出到导入的接口文件所在目录。以“.sampled.v2.0.txt”为后

缀。 

 



148 

 

inferMutation 

  该插件主要用于在已知多序列联配和进化树拓扑结构的情况下，根据简约法的原则在进化

树上推断突变。 

 

一、文件准备 

1. Tree file 

Nwk 格式的树文件。 

2. Modified fasta file 

修改过的 fasta 格式的序列文件。序列信息满足 fasta 文件的格式，且需包含 nwk 树文件

中的所有样本的序列且与树中的名称保持一致。同时，与 fasta 文件的区别为，在文件

头部添加了一行参考序列指定信息“#reference=ref”，ref 为指定的参考序列的名称。同

时该文件需为比对过后的联配文件。突变推断支持 indel 类型的突变。 

 

二、“inferMutation”插件的使用 

1. 将 inferMutation.jar 放置在/config/plugin 目录下 

 
2. 运行 eGPS，在菜单栏的 Plug-ins 下即可找到插件“SampleCGBTree“ 

 
3. 点击后进入如下界面 

 
4. 参数说明 

Tree file：nwk 格式的树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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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ied fasta file：修改过的 fasta 格式的序列文件。 

Output file：结果输出文件 

 

5. 点击“Calculate”进行计算 

按钮点击后即开始计算，计算过程中软件下方会有进度条显示，计算结束后会有提示框提示

“输出成功”。 

 

6. 输出结果说明 

（1） 第一部分，每个位点的推断结果。 

每个位点在树上每个节点的状态推断，叶子标注序列的实际状态。 

第一行：位置说明。 

第二行：每个状态的简约分数。 

第三行：这个位点出现的状态种类，以“状态+位置”的方式表示。 

第四行：树的根节点的该位点状态。 

第五行：参考基因组的该位点状态 

第六行开始：树上每个节点的该位点状态信息。第一列为名称，如果为叶子则为叶子的名称，

如果为内节点，则为空。第二列为该节点的索引号。第三列为该节点在该位点的状态。 

 

例子： 

 

 

（2） 结果汇总 

树上的每一支带有的突变推断结果。以”Summary”开始，给出了每一支上的突变信息和

树的拓扑结构关系。 

This is the results of polymorphic site in position: 1 

Min parsimony score: [3, 2] 

States are: [T1, A1] 

Root state is: A1 

refGenomeState: A1 

 0 A1 

 1 A1 

seq1 2 T1 

 3 A1 

 4 A1 

seq2 5 T1 

seq3 6 A1 

 7 A1 

 8 A1 

seq6 9 A1 

seq7 10 A1 

 11 A1 

seq4 12 A1 

seq5 13 A1 

ref 14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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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行突变信息包括当前节点索引号、子节点索引号和当前节点对应枝所带突变。 

树的拓扑结构关系给出了各节点索引号之间的关系。“||”前的为父节点的索引号和对应

名称，内节点只有索引号没有名称。“||”后的为该父节点的子节点的索引号和对应名称。子

节点之间以“；”分隔。 

 

 

 

 

 

例子： 

 

 

第十部分：软件 eGPS API 

软件 eGPS 将提供一些底层 API，供插件开发者和生物信息分析人员使用。此部分适用

于使用 JAVA 作为主要编程语言的用户 

 

Summary:===================================================== 

ID: 1 children ID: 2,3 [] 

ID: 2 children ID: [A1T] 

ID: 3 children ID: 4,7 [A3T] 

ID: 4 children ID: 5,6 [A2T] 

ID: 5 children ID: [A1T] 

ID: 6 children ID: [] 

ID: 7 children ID: 8,11 [] 

ID: 8 children ID: 9,10 [A5T] 

ID: 9 children ID: [A4T] 

ID: 10 children ID: [] 

ID: 11 children ID: 12,13 [A4T] 

ID: 12 children ID: [A2T] 

ID: 13 children ID: [] 

ID: 14 children ID: [] 

step and count: 8 8 

Tree toplogy is : 

0  || 1  ; 14 ref ; 

1  || 2 seq1 ; 3  ; 

2 seq1 || 

3  || 4  ; 7  ; 

4  || 5 seq2 ; 6 seq3 ; 

5 seq2 || 

6 seq3 || 

7  || 8  ; 11  ; 

8  || 9 seq6 ; 10 seq7 ; 

9 seq6 || 

10 seq7 || 

11  || 12 seq4 ; 13 seq5 ; 

12 seq4 || 

13 seq5 || 

14 re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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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矩形布局进化树绘制 API 

类 FastSingleTreeVisulizer 

• java.lang.Object 

• egps.module.evoltree.graphics.FastSingleTreeVisulizer 

类说明：实现进化树的快速可视化，调用 API 时只需将根节点传入即可。 

字段概要： 

限定符和类型 字段和说明 

static boolean showJFrame 

：是否显示画框。 

 

方法概要： 

限定符和类型 方法和说明 

static <T extends 

egps.module.evoltree.treelightmodel.EvolN

ode> 

javax.swing.JPanel 

plotTree(T root, java.lang.String title, 

java.awt.Dimension dim) 

 

static <T extends 

egps.module.evoltree.treelightmodel.EvolN

ode> 

javax.swing.JPanel 

plotTree(T root, java.lang.String title, 

java.awt.Dimension dim, 

egps.module.evoltree.graphics.OneNodeDraw

er<T> drawer) 

static <T extends 

egps.module.evoltree.treelightmodel.EvolN

ode> 

javax.swing.JPanel 

plotTree(T root, java.lang.String title, 

java.awt.Dimension dim, 

egps.module.evoltree.graphics.OneNodeDraw

er<T> drawer, 

java.util.function.Consumer<java.awt.Graphics

2D> beforeDrawing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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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详细资料： 

plotTree  

public static <T extends 

egps.module.evoltree.treelightmodel.EvolN

ode>  javax.swing.JPanel 

plotTree(T root, java.lang.String title, 

java.awt.Dimension dim, 

egps.module.evoltree.graphics.OneNodeDraw

er<T> drawer, 

java.util.function.Consumer<java.awt.Graphics

2D> beforeDrawingProcedure) 

 

类型参数:  

T -：实现了 EvolNode 接口的类。 

参数:  

root -：需要绘制的进化树的根节点。 

title -：窗口名称。 

dim - : 绘制进化树的界面的大小 

drawer - : 对每个节点进行的绘制操作 

beforeDrawingProcedure - : 在绘制树之前的其他绘制操作。 

返回： 

   绘制了进化树的 JPanel。 

 

plotTree  

public static <T extends 

egps.module.evoltree.treelightmodel.EvolN

ode> javax.swing.JPanel 

plotTree(T root, java.lang.String title, 

java.awt.Dimension dim, 

egps.module.evoltree.graphics.OneNodeDraw

er<T> drawer) 

 

类型参数:  

T -：实现了 EvolNode 接口的类。 

参数:  

root -：需要绘制的进化树的根节点。 

title -：窗口名称。 

dim - : 绘制进化树的界面的大小 

drawer - : 对每个节点进行的绘制操作 

返回： 

   绘制了进化树的 JPanel。 

 

plotTree  

public static <T extends 

egps.module.evoltree.treelightmodel.EvolNode> 

javax.swing.JPanel 

plotTree(T root, java.lang.String title, 

java.awt.Dimension dim) 

 

类型参数:  

T -：实现了 EvolNode 接口的类。 

参数:  

root -：需要绘制的进化树的根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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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窗口名称。 

dim - : 绘制进化树的界面的大小 

返回： 

   绘制了进化树的 JPanel。 

 

使用案例： 

1.          String nwkString = "((a:1,c:3.5)n1:4,(b:2,d:3)n2:3)root:1";   

2.         TreeDecoder treeDecoder = new TreeDecoder();   

3.          /* 用括号标记法可以编码一个进化树，标准的 nwk(nh)格式并没有定义内节点的名字，

我们这里可以定义，并且传递给 name属性*/   

4.         EvolNode rootNode = treeDecoder.decode(nwkString);   

5.    

6.         // 调用 3个参数的 plotTree()   

7.         JPanel plotTree1 = plotTree(rootNode, "Test", new Dimension(600, 600));  

8.    

9.         // 调用 4个参数的 plotTree()   

10.         JPanel plotTree2 = plotTree(rootNode, "Test", new Dimension(600, 600), (

g2d, node) -> {   

11.             int xSelf = (int) node.getXSelf();   

12.             int ySelf = (int) node.getYSelf();   

13.    

14.             if (node.getChildCount() == 0) {   

15.                 g2d.drawString(node.getName(), xSelf + 9, ySelf + 5);   

16.             }   

17.    

18.             g2d.fillOval(xSelf - 4, ySelf - 4, 8, 8);   

19.         });   

20.            

21.         // 调用 5个参数的 plotTree()   

22.         JPanel plotTree3 = plotTree(rootNode, "Test", new Dimension(600, 600), (

g2d, node) -> {   

23.             int xSelf = (int) node.getXSelf();   

24.             int ySelf = (int) node.getYSelf();   

25.    

26.             if (node.getChildCount() == 0) {   

27.                 g2d.drawString(node.getName(), xSelf + 9, ySelf + 5);   

28.             }   

29.    

30.             g2d.fillOval(xSelf - 4, ySelf - 4, 8, 8);   

31.         }, g2d -> {   

32.             g2d.drawString("This is the string before whole process width is 600

", 10, 20);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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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drawer 参数可以进行所需可视化渲染，此处以添加图片注释为例： 

1.          String nwkString = "((a:1,c:3.5)n1:4,(b:2,d:3)n2:3)root:1";   

2.         TreeDecoder treeDecoder = new TreeDecoder();   

3.         EvolNode rootNode = treeDecoder.decode(nwkString);   

4.       //调用 5个参数的 plotTree()并添加一张图片注释   

5.         File input = new File("C:\\Users\\Desktop\\temp\\pongo.jpg");   

6.         BufferedImage picture = ImageIO.read(input);   

7.            

8.         JPanel plotTree5 = plotTree(rootNode, "Test", new Dimension(600, 600), (

g2d, node) -> {   

9.              

10.             int xSelf = (int) node.getXSelf();   

11.             int ySelf = (int) node.getYSelf();   

12.              g2d.setFont(new Font(null,Font.PLAIN,25));   

13.             if (node.getChildCount() == 0) {   

14.                 g2d.drawString(node.getName(), xSelf + 9, ySelf + 5);   

15.             }   

16.                

17.             if ("b".equals(node.getName())) {   

18.                 g2d.drawImage(picture, xSelf+20, ySelf-20, 50,50, null);   

19.             }   

20.    

21.             g2d.fillOval(xSelf - 4, ySelf - 4, 8, 8);   

22.         }, g2d -> {   

23.             g2d.drawString("This is the string before whole process width is 600

", 10, 20);   

24.         });   

 

效果图： 

添加特殊渲染前 添加特殊渲染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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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部分：软件更新记录 

V1.0.1 

添加功能 

 

1. Alignment View 输出格式增加，现支持 ClustW/GCG(MSF)/MEGA/PAML/PHYLIP 

2. 增减模块 geneToAlignment，同时重构 geneToAlignment/geneToDistance/geneToGenetree

的代码，使之符合现在功能的需求 

3. 更新用户使用手册 

4. 添加启用日志记录功能 

5. Alignment 序列比对,包括两种方式:1)ClustalW 方式计算 2)Mafft 方式计算 

6. 在获取网上的 alignment 的时候可以分别获取 1. whole gene body length 2. exons 3. 

introns 4. coding sequence 4. 4-fold degenerate sites 

7. 遗传距离增加一个选项 The transversion rate。 当从网上获取的是 4-fold degenerate sites

的 alignment 的时候可以计算 4DTv rates (the rate of transversion at fourfold degenerate 

sites) 

   

 

修复错误 

1. considered gene regions，这个选项不起作用 

2. Swingx 库的 JXTaskPanel，在 MAC OS 上外观是灰色的 

3. Alignemnt View 的显示问题 

4. 当最近打开文件被删除时，再次点击将出现两个 dialog 

5. GeneToGeneticDist 文件保存时,OTU 显示总的数量错误 

 

V1.0.2 

添加功能： 

1. Genetic distance viewer 增加热图显示，支持以增强可视化，支持导出矢量图。 

2. 对于 alignment 格式的文件，在 alignment viewer 模块中支持导出 NEXUS 文件。 

3. Alignment view 模块,由 JavaFX 图形界面设计转换成 Swing 方式显示数据。防止大的文件,

在 JavaFX 中无法加载出来。 

4. 在进化分析时，增加模块之间的跳转例如：从 Alignment viewer 到 Distance viewer 和 Tree 

viewer 。 

5. MAC OS 提供绿色免安装版本。 

 

修复错误： 

1. 修复 Neuxs 文件格式，现支持 tree 与 data block。 

2. 在历史记录根节点中，点击鼠标右键进行标记时，出现空指针错误 

3. 当拖入一个错误文件时，会弹出两个 dialog。 

4. 当把 MSA 导出成例如 Phylip 文件格式的时候，由于原来官方定义的格式是序列名词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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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12 个字符，现在改成宽松格式。 

5. 有些数据不适合 DEG-MassSpecturm 模块去分析，添加一个 dialog，以提示用户。 

 

V1.0.3 

添加功能： 

1. 对于 eGPS 支持的各种文件类型，在拖入文件的时候。就在 information area 显示信息。

类型包括 Multiple sequences(MS)、Genetic distance(DIST)、Phylogenetic tree(TREE)、NEXUS、

Population history model (SIMU)。 

2. 进化距离支持输出包含 bootstrap 信息的多重矩阵文件。 

3. 支持直接从 VCF 文件出发构建基因组进化树。 

4. 在工具栏新增一个 replace 按钮，在 tree viewer 模块中可以批量更改 OTU 名称。 

5. 在计算遗传距离的时候考虑模糊碱基(Nucleotide ambiguity code)的处理，为用户提供两个

选项 ambiguous base as gap / ambigous base with equal possibility。 

6. 当导入多个同一类型 MSA 文件时，支持批量操作，即可以弹出多个 alignment viewer 并

跳转到相应其它后续分析模块。同时对于 multiple sequence aligner 支持批量联配 

 

修复的问题： 

1. 在 windows 系统上提供绿色免安装版本，防止由于打不开安装器而不能安装本软件。 

2. 增强 MAP 计算方法的稳健性。 

3. SNJ 建树方法选择的一个问题。 

4. 进化距离该显示 0 的时候，却显示 NaN。 

 

V1.0.4 

添加功能： 

1. 增加了高度交互式的热图模块 

2. 增加了能够打开大型文本文件的编辑器模块 

3. 当导出文件成功后，软件所有模块记录保存文件路径。 

4. 针对每个模块的标签页面，在没有选中模块时添加关闭按钮。 

5. Alignment viewer 增加 Layout 参数栏，并新增 InterLeaved 布局(layout). 

6. 软件启动时，在等待加载的过程中，显示 eGPS logo. 

 

修复的问题： 

1. Preferences 中点击 Apply and Close 后没有刷新数据。 

2. 当导入文件没有要显示的信息时，点击 data area 中的矩形框，会错误地在 information area 

加载信息。 

3. VCFtools 模块中的 Max missing, HWE 栏目不能输入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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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0.5 

新的特性： 

1. 增加韦恩图绘图模块，包括数据输入面板、传统韦恩图与 Upset 图。 

2. 调整 Build tree 按钮点击之后的行为，参数放置到相应的 tab 而非全局设置。 

3. 添加字体设置，目前仅支持部分界面字体更改。 

4. 替换工具 Tool 栏相关图标，使图标的状态更容易分辨，并且更加美观。 

5. 对于 UTF-8 编码的文本文件，当后缀名不符合时，增加根据内容判定格式的功能。第一

个判定成功的格式即为当前格式。 

6. 增加了能够打开大型文本文件的编辑器模块 

 

修复的问题： 

1. 当使用热图模块时，设置 row names 不显示，legend 会和 Cell 粘在一起。 

2. Tools_VCF snapshot 按钮会错误启用的问题。 

3. 热图的控制面板在一些电脑机器上不能全部可见。 

4. 热图模块的 KMeans++算法的结果有随机性。 

5. 修复 VCFtools 模块中 Sites ID/ Min alleles /Max alleles 的问题。 

 

V1.6 

新的特性： 

1. 数据面板显示较为详细的数据格式基本信息，判定数据类型更加智能。 

2. 新增 MA Plot 模块，支持显示原来数据的散点图与 log 变换之后的散点图。 

3. 热图新增环化的功能。 

4. 新增 Alignment trimmer 模块。 

5. 新增 VCF to SNP data 模块。 

6. 新增 Stairway plot 模块。 

7. 完善插件机制，新增如何在 eclipse 中开发 eGPS 插件的教程。 

 

修复的问题： 

1. Text editor 修复不能连续搜索的问题。 

2. Text editor 新增等宽字体，可以方便查看 MSA 的数据。 

 

V1.7 

新的特性： 

1. 新增 Classic skyline plot 模块。 

2. 新增 Bed merger 模块，提供多种模式合并一个或者若干个 bed 文件中的记录的功能。 

3. Alignment trimmer 模块新增 initialize 按钮，可以帮助用户选择序列作为参考序列。 

4. 模块独立化改造。将原先必须要拖入文件到主界面才能打开的模块，改造成可以独立打

开的模块。使得用户在 iTools 菜单栏可以快速寻找到所需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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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oronavirus GenBrowser 1.0 插件更新，新增如下功能： 

（1）新增非中性进化分析面板 

（2）突变频率的 tooltip 中可查看突变的类型和首次提交者信息 

（3）基因组浏览器面板新增 view position 功能，可右击放大需查看的位置。 

（4）修改垂直放大与横向放大的模式。 

 

修复的问题： 

1. VCF 系列文件的处理时，在使用 include bed 与 exclude bed 功能之前，对重叠的 Bed 记录

进行预处理合并。 

 

V1.8 

1. Coronavirus GenBrowser 插件更新，新增了加速进化检测和减速进化检测模块 

2. Coronavirus GenBrowser 插件更新，新增了 CGB 双命名法 

 

V1.9 

1. 完善了插件开发指南，增加了逐步的教程 

2. 修复了韦恩图模块中存在的问题并增加了文本信息表格。 

3. 增加了比较两棵树的纠缠图模块。 

4. 在 Maf 文件的处理模块中增加了从 Maf 文件获取距离矩阵的功能。 

5. Coronavirus GenBrowser 插件更新，修复了移码突变的氨基酸突变显示问题。 

 

V1.10 

新的特性： 

CGB 提供 Visual effects 面板，用户可以自己调节界面加速的参数。 

 

修复的问题： 

1. 修复导出的 SVG 的文件出错的问题，并新增导出 EPS 矢量图的选项。 

2. 修复 CGB 谱系追踪功能的耗内存问题，并且优化速度。 

 

V1.11 

1.  CGB 提供数据导入选项，用户可以查看自己感兴趣的数据版本。 

2. CGB 提供了本地数据的分析流程，用户可以在已有数据上添加自己的数据，或使用自

己的数据生成 CGB 接口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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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12 

新的特性： 

1. CGB 性能优化，降低运行所需内存消耗。 

2. CGB 数据格式版本优化并通过高压缩比压缩算法降低接口文件大小，提高网络传输速

度。 

3. 优化 CGB 在已有树上添加新序列的分析流程，提升运行速度。 

 

修复的问题： 

1. 修复 Eheatmap 模块结果保存为矢量图的导出问题。 

 

V1.13 

新的特性： 

1. 新增 “Identification of non-mutated path“ 面板，可高亮与目标节点 (通过 CGB ID) 序列

一样的无突变节点。 

2. CGB 提供重新抽样，生成小规模数据的功能。 

 

修复的问题： 

1. 修复 CGB 导入文件时 File Chooser 无法识别后缀名称的问题。 

 

V1.14 

新的特性： 

1. 优化 CGB 在已有树上添加新序列的分析流程。 

 

修复的问题： 

1. 修复 CGB 接口文件日期解析在不同时间不稳定的问题。 

 

V1.15 

新的特性： 

1. 实现 CGB 的全局时间推断的多线程加速 

2. 更新 CGB 的 logo。 

 

修复的问题： 

1. 修复 CGB 的导出叶子信息的“All mutations from root”一列的输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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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16 

新的特性： 

1. 新增 eGPS 进入软件后的用户引导界面。 

2. 新增 Back mutations presenter 模块。 

3. 新增 Date time calculator 模块。 

4. 新增 String set operator 模块。 

5. 新增 CGB 数据导入网上抽样数据的选项。 

6. 优化 CGB 的进化树可视面板的右击菜单栏响应速度。 

7. 实现 CGB 的在已有树上添加新序列的分析程序的多线程加速。 

8. 实现 CGB 的初始加载提速。修改 CGB 的“Genome browser”面板的 Allele freq 的更新为

主动事件。可通过树可视化面板和 Genome browser 面板的右击菜单栏中的“Refresh 

mutation freq”操作进行 Allele freq 的刷新。 

 

修复的问题： 

1. 修复韦恩图的“Plain text info”面板的结果无法导出的问题。 

 

V1.17 

新的特性： 

1. 新增 Genomic mutation presenter 模块。 

2. 更改 Alignment viewer 模块配色方案。 

3. CGB 新增对样本突变的可视化功能。 

 

修复： 

1. Alignment viewer 模块的显示覆盖问题 

2. VCF 文件建树模块基因组有效长度问题。 

 

V1.18 

新的特性： 

1. 新增 sampleCGBTree 插件。 

2. 新增 nwk2CGBnwk 插件。 

3. 优化 CGB 在已有树上添加新序列的分析流程。 

 

修复： 

1. 修复 CGB 模块的回复突变高亮功能的索引号仅显示单个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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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19 

新的特性： 

1. CGB 性能极大优化，新版本有着更快的加载速度和更低的内存需求。 

2. 新增 inferMutation 插件。  

3. 新版启动界面。 

V1.20 

新的特性： 

1. CGB 在已有树上添加新序列流程的优化与加速。 

2. 提供 JAVA 矩形布局绘图 API，用户可以在 Eclipse 等 IDE 自主调用这个绘图的类库。该

方式适用于使用 JAVA 作为主要编程语言的用户。 

 

修复的问题： 

1. 修复“Tree view”相关模块无法保存为 pdf 的问题。 

 

V1.21 

新的特性： 

1. 优化 CGB 插件的突变标记系统，确保根据叶子节点所有位点的状态可以完整地复原到

原始的联配。 

2. 加速 CGB 序列追加过程。 

3. 增加 Genomic mutation presenter 模块的数据输入方式。目前该模块的突变信息设置部

分可以读取 fasta alignment 和累积突变文件。详见使用手册或者模块中的 Example。 

4. 优化 CGB 的树绘制。 

 

V1.22 

新的特性: 

1. 各个可视化模块保存图片时，新增 pptx 矢量图格式。 

2. Tree viewer 模块支持对满足标签名称搜索条件的叶子标签进行标记。 

3. CGB 的搜索功能升级，增加了精确搜索、模糊搜索以及累积突变搜索功能。 

4. FitCoal 插件更新至 1.1 版本。 

 

修复的问题： 

1. 修复 VCF Operator 模块的 Build tree 功能对较长基因组长度不支持的问题。 

2. 修复 Alignment viewer 模块“Mark”功能在控制栏较窄时显示不全的问题。 

 



162 

 

V1.23 

新的特性: 

1. 新增 CGB2.0 插件。CGB2.0 为 CGB1.0 的升级版，内存占用率极低。 

 

修复的问题： 

1. 修复针对氨基酸的序列比对不能高亮除 ATCG 之外的其他氨基酸的问题。 

2. 修复 inferMutation 插件缺失省略显示的问题。 

 

附录：常见问题 

1. 请问 eGPS 开源吗？收费吗？ 

eGPS 提供 Plugin 开发支持，Plugin 开发者享有插件的完整的知识产权。eGPS 自身是免

费软件不收费。 

2. 我在安装 eGPS Desktop 的时候，有杀毒软件提示“你下载的软件含有病毒”，请问这是怎

么回事？ 

我们建议在安装 eGPS Desktop 之前关闭所有的杀毒软件，eGPS Desktop 是安全软件，

不包含任何侵害您计算机的恶意程序。 

3. 请问这个软件有什么中文信息吗？ 

软件 eGPS 分为网页版和桌面版，桌面版有中文的说明文档。我们会不断更新这个文档

以包含软件的最新特性。用户可以通过点击官网，点击桌面版，选择中文说明文档。 

4. 除了使用手册之外，我还可以在哪里找到这个软件如何用资料？ 

我们在 Bilibli 有视频教程，可在上面搜索“eGPS 软件”获取。最后我们还会有相应的微

 信推送等指导您如何使用。除此之外开发者会在简书上第一时间分享教程： 

(https://www.jianshu.com/u/69d06d7eae27)。 

5. 我感觉这个软件可能有 bug，或者它没有我需要的功能并且我想快速得到帮助或者响应。

怎么办？ 

请加入我们的 QQ 群，或者发邮件。 

6. Mac OS 操作系统的免安装版本会显示有风险，并且有些时候即使忽略风险在运行的时

候还是有一些问题，怎么办？ 

请相信 eGPS 是无毒安全的软件。如果正常方法执行分析有问题，我们推荐如下方式启

动 eGPS。右键软件→点击 Show Package Contents→进入 Contents 目录→进入 MacOS 目

录→双击可执行文件。 

7. 软件优先根据后缀名判定文件的格式，那我怎么更改文件的后缀名？ 

直接的方法是使用百度搜索引擎，搜索答案即可！另 eGPS V1.0.5 开始，当文件是文本

文件(最好是用 UTF-8 编码) 我们会依次智能判定文件格式，给出第一个符合的文件类

型与格式。 

8. 我想对大数据进行分析，想调大软件运行所分配的内存，怎么办？ 

对于 Mac OS:  

右键软件→点击 Show Package Contents→进入 Contents 目录→进入 Resources 目录→使

用编辑软件打开 script 文件，调整-Xmx 参数即可。例如-Xmx8g。 

对于 Windows: 

https://www.jianshu.com/u/69d06d7eae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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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bat 文件，调整-Xmx 参数即可。 

词汇表 

Multiple sequence alignment(MS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ultiple_sequence_alignment 

A multiple sequence alignment (MSA) is a sequence alignment of three or more biological 

sequences, generally protein, DNA, or RNA. 

 

Aligned fasta file 

a fasta format(https://en.wikipedia.org/wiki/FASTA_format) file that contain aligned mult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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