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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CB-NGDC

培训主要内容

• 数据汇交政策背景

• SDAS系统功能概述

• 汇交计划制定与审核

• 科学数据提交须知

• 进度查询与凭证出具

• 常见问题与文档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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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

数据汇交政策依据

• 2018 年 3 月 17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科学数据管理办法》（国办发〔2018〕17 号），

明确要求“政府预算资金资助的各级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所形成的科学数据，应

由项目牵头单位汇交到相关科学数据中心，各级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管理部门应建立

先汇交科学数据、再验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的机制。”

• 2018 年 12 月 14 日，科技部办公厅印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综合绩效评价工作规范（

试行）》（国科办资〔2018〕107 号），提出了由有关方面认定的科学数据中心出具的汇交

凭证应作为项目综合绩效评价的必备材料。

• 2019 年 12 月 26 日，科技部办公厅印发《科技计划项目科学数据汇交工作方案（试行）》

（国科办基〔2019〕104 号），进一步明确了科技计划数据汇交的主体、职责、流程与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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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04/02/content_5279272.htm
http://www.most.gov.cn/xxgk/xinxifenlei/fdzdgknr/fgzc/gfxwj/gfxwj2018/201812/t20181229_144402.html


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

数据汇交管理主体与职责

科学数据汇交由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方领导，由科学数据提交方在科学数据管理方

的支持下，协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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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对口专业机构，如“中国生物

技术中心”

项目管理方
科技计划项目的牵头法人单位，是

科学数据汇交的责任人和义务人

科学数据
提交方

各类科学数据中心，是科学数据管

理和开放共享的重要载体

科学数据
管理方



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 6

数据汇交的内容

科学数据实体

科学数据描述信息

科学数据辅助工具

• 项目形成的原始数据及基于原始数据

或研究分析数据所形成的完整数据库

或数据文件

✓ 自产多组学原始数据

✓ 自产多组学的分析后数据

✓ 多组学原始及分析后数据的项目、样本
、实验、数据文件等描述元数据信息

✓ 辅助软件工具源代码等相关信息

✓ 采购的工具软件不必汇交

• 提供相应的描述信息，包括数据说明

文档及过程资料等

• 项目形成的用于科学数据处理、加工

和分析的专门辅助软件工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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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

科技项目数据汇交服务系统（Scientific Data Archive System，SDAS）作为国家基因

组科学数据中心（National Genomics Data Center，NGDC）的汇交计划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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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介绍

系统定位：

✓ 服务项目层

主要功能：

✓ 汇交计划提交

✓ 汇交进度实时查询

✓ 汇交证明出具

https://ngdc.cncb.ac.cn/sdas/

https://ngdc.cncb.ac.cn/sdas/


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

科技项目数据汇交服务系统（Scientific Data Archive System，SDAS）作为国家基因

组科学数据中心（National Genomics Data Center，NGDC）的汇交计划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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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介绍

我们的优势

✓ 数据库国际认可度高

✓ 人遗资源数据指定备份平台

✓ 兼容多源异构数据

https://ngdc.cncb.ac.cn/sdas/

https://ngdc.cncb.ac.cn/sdas/


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

系统使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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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成所在单位盖章

2. 提交完整扫描版文件

完成汇交计划盖章

1. 项目负责或联系人注册

2. 填写项目基本信息

3. 组织制定并提交计划

注册并提交汇交计划

1

通过：寄出盖中心章文件

不通过：反馈审核意见

（审核周期1-2个工作日）

形式审查汇交计划

2 3 5

通过：开启实时查询功能

不通过：反馈审核意见

（审核周期1-2个工作日）

审核双章汇交计划

4

1. 通过BIG-Sub提交数据

2. 实时查询汇交进度

项目执行期内汇交数据

通过：寄出盖章版证明

不通过：反馈审核意见

（ 证明盖章后不予撤回）

形式审查并出具证明

76

1. 项目层组织核对数据递交情况

2. 核对无误后，在线提交申请

结题验收前申请出具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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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负责或联系人注册

2. 填写项目基本信息

3. 组织制定并提交计划

注册并提交汇交计划

1

第一阶段：
1. 使用项目负责人或联系人账号注册
2. 组织课题层制定并最终形成一份项目

汇交计划，并在线提交

系统使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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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负责或联系人注册

2. 填写项目基本信息

3. 组织制定并提交计划

注册并提交汇交计划

1

通过：寄出盖中心章文件

不通过：反馈审核意见

（审核周期1-2个工作日）

形式审查汇交计划

2

第二阶段：管理员进行形式审查（周期1-2个工作日）

• 审核通过，寄出汇交计划盖中心章文件

• 审核不通过，反馈项目层

系统使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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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成所在单位盖章

2. 提交完整扫描版文件

完成汇交计划盖章

1. 项目负责或联系人注册

2. 填写项目基本信息

3. 组织制定并提交计划

注册并提交汇交计划

1

通过：寄出盖中心章文件

不通过：反馈审核意见

（审核周期1-2个工作日）

形式审查汇交计划

2 3

第三阶段：

项目层在完成所在单位盖章后，

请在线上传盖双章版计划

系统使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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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成所在单位盖章

2. 提交完整扫描版文件

完成汇交计划盖章

1. 项目负责或联系人注册

2. 填写项目基本信息

3. 组织制定并提交计划

注册并提交汇交计划

1

通过：寄出盖中心章文件

不通过：反馈审核意见

（审核周期1-2个工作日）

形式审查汇交计划

2 3

通过：开启实时查询功能

不通过：反馈审核意见

（审核周期1-2个工作日）

审核双章汇交计划

4

第四阶段：双章汇交计划审核（周期1-2个工作日）

• 审核通过，开启实时查询数据汇交情况功能

• 审核不通过，反馈项目层

系统使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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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成所在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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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汇交计划盖章

1. 项目负责或联系人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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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组织制定并提交计划

注册并提交汇交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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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寄出盖中心章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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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审查汇交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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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开启实时查询功能

不通过：反馈审核意见

（审核周期1-2个工作日）

审核双章汇交计划

4

1. 通过BIG-Sub提交数据

2. 实时查询汇交进度

项目执行期内汇交数据

第五阶段：项目执行期间

• 建议项目层督促数据递交方及时通过BIG-Sub进

行数据提交

• 项目层可通过系统实时查询功能，监督数据汇交

情况，还可一键导出情况列表，以便反馈课题层

系统使用流程

https://ngdc.cncb.ac.cn/gs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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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BIG-Sub提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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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项目层组织核对数据递交情况

2. 核对无误后，在线提交申请

结题验收前申请出具证明

第六阶段：结题验收阶段

1. 项目层组织各课题层完成核对

2. 在线申请出具证明

系统使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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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BIG-Sub提交数据

2. 实时查询汇交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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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寄出盖章版证明

不通过：反馈审核意见

（ 证明盖章后不予撤回）

形式审查并出具证明

76

1. 项目层组织核对数据递交情况

2. 核对无误后，在线提交申请

结题验收前申请出具证明

最终阶段：管理员形式审查

• 审核通过，寄出汇交证明

• 审核不通过，反馈项目层

系统使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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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

系统账号注册

• 建议项目层使用项目负责人/联系人邮箱通过中心单点登录系统（BIG SSO）完成账号注

册。具体流程如下：

▪ 申请注册账号：点击SDAS系统主页菜单栏中的“注册”：

19

填写信息提交后，一定记得完成激活！！！

说明文档：SDAS系统使用指南

https://ngdc.cncb.ac.cn/sso/login?service=https://ngdc.cncb.ac.cn/sdas/login
https://ngdc.cncb.ac.cn/sdas/
https://ngdc.cncb.ac.cn/sdas/open-files/SDAS-Guidance-CN.pdf


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

系统账号注册-常见问题

• 忘记激活账号 或 忘记登陆密码：打开登录页面或使用此链接 https://ngdc.cncb.ac.cn/sso/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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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图中的“Forgot activate?”，重新激活账号

点击图中的“Forgot password?”，重置账号密码

https://ngdc.cncb.ac.cn/sso/login


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

制定&修改汇交计划

• 项目层可通过“汇交计划提交入口”进入提交系统，点击“新建提交”开始提交

21

https://ngdc.cncb.ac.cn/sdas/user-dashboard


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

制定&修改汇交计划

• 第一步填写项目相关信息：主要用于收集项目负责人、项目联系人、项目基本信息等内容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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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

制定&修改汇交计划

26

• 第二步组织课题层共同制定计划：请项目层组织课题层制定并最终形成一份项目汇交计划

。更多帮助，如填写示例，详见《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数据汇交指南》

https://ngdc.cncb.ac.cn/sdas/open-files/NGDC-data-archive-guidance.pdf


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

制定&修改汇交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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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步组织课题层共同制定计划：请项目层组织课题层制定并最终形成一份项目汇交计划

。更多帮助，如填写示例，详见《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数据汇交指南》

https://ngdc.cncb.ac.cn/sdas/open-files/NGDC-data-archive-guidance.pdf


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

制定&修改汇交计划

• 第二步组织课题层共同制定计划：请项目层组织课题层制定并最终形成一份项目汇交计划

。更多帮助，如填写示例，详见《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数据汇交指南》

28

用于辅助审核人员了解您

项目涉及的数据类别

https://ngdc.cncb.ac.cn/sdas/open-files/NGDC-data-archive-guidance.pdf


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

制定&修改汇交计划

• 第二步组织课题层共同制定计划：请项目层组织课题层制定并最终形成一份项目汇交计划

。更多帮助，如填写示例，详见《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数据汇交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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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gdc.cncb.ac.cn/sdas/open-files/NGDC-data-archive-guidance.pdf


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

制定&修改汇交计划

• 第三步在线签订汇交协议：请项目层务必仔细阅读汇交协议，同意并遵守所有条款。此外

，请正确填写汇交计划盖中心章文件的邮寄信息。

30



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

制定&修改汇交计划

• 第三步在线签订汇交协议：请项目层务必仔细阅读汇交协议，同意并遵守所有条款。此外

，请正确填写汇交计划盖中心章文件的邮寄信息。

31

如果希望自取，需在备注中写明，

否则默认快递到付寄出。



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

制定&修改汇交计划

• 第四步信息预览，完成提交：请项目层务必认真核对后，再点击提交。管理员反馈审核意

见前，您可随时修改。

32

1. 点击“提交”，完成填写，跳回列表界面

2. 点击“返回上一步”，进行修改



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

制定&修改汇交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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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步信息预览，完成提交：请项目层务必认真核对后，再点击提交。管理员反馈审核意

见前，您可随时修改。

显示状态和相关信息提示 查看审核意见和历史记录信息

收到系统反馈信息，请点击“信息反馈”进行查看

完成提交后，请等待管理员进行审核

（审核周期1-2工作日）

注意：管理员反馈审核意见前，您可

随时修改。请尽量避免多次修改



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

信息反馈页面

34

联系我们

• 查看所有重要节点反馈

信息和材料

• 通过邮件联系管理员

下载审核反馈附件



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

汇交计划审核情况反馈

• 如果审核未通过：请根据[信息反馈]中的建议进行修改

▪ 点击[制定&修改汇交计划]进入浏览页面

35



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

汇交计划审核情况反馈

▪ 点击[修改]进入汇交计划修改页面。此外，您可通过[更新项目信息]完成相关信息更新，

包括更换联系人；

36

修改项目基本信息

修改汇交计划

完成提交后，请等待管理员进行审核

（审核周期1-2工作日）

注意：管理员反馈审核意见前，您可随时

修改。请尽量避免多次修改



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

汇交计划审核情况反馈

• 如果审核通过：可通过[信息反馈]查阅报送专业机构须知。您仍可通过[更新项目信息]修改除“

了“项目资助编号”之外的所有信息，包括更换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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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

汇交计划盖中心章文件寄出

• 管理员完成汇交计划盖章后，会为您寄出汇交计划盖中心章文件，请注意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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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交计划制定阶段正式结束，汇交

计划将无法再进行修改



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

项目汇交计划盖章扫描件（双章）归档

• 双章版汇交计划扫描件上传：当项目层的项目汇交计划完成所在单位盖章后，请点击“上

传盖双章版汇交计划”完成文件上传。

39



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

项目汇交计划盖章扫描件（双章）归档

• 双章版汇交计划扫描件上传：当项目层的项目汇交计划完成所在单位盖章后，请点击“上

传盖双章版汇交计划”完成文件上传。

40



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

双章版计划审核情况反馈

• 如果审核未通过：请根据[信息反馈]中的建议，点击[完成/重新制定汇交计划]或 [查看/修

改盖双章汇交计划]任一按键进入浏览页面，点击“修改”进行完善。

41

完成提交后，请等待管理员进行审核

（审核周期1-2工作日）

注意：管理员反馈审核意见前，您可随时

修改。请尽量避免多次修改



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

双章版计划审核情况反馈

• 如果审核通过：项目汇交计划的双方公章电子扫描件已归档，建议项目层在执行期内，督

促数据递交方及时通过数据提交入口（BIG-Sub）进行科学数据提交。

• 盖章扫描件归档同时，为项目层开启的实时查询数据提交情况功能，请点击[在线查询&出

具证明]实时查询和监督数据归档情况，以及申请出具证明。

42

https://ngdc.cncb.ac.cn/gsub/


CNCB-NGDC

培训主要内容

• 数据汇交政策背景

• SDAS系统功能概述

• 汇交计划制定与审核

• 科学数据提交须知

• 进度查询与凭证出具

• 常见问题与文档下载

43



CNCB-NGDC

▪ 原始组学数据归档库（Genome Sequence Archive）

▪ 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库（GSA-Human）

▪ 生命科学程序代码归档库（BioCode）

▪ 基因组序列数据库（Genome Warehouse）

▪ 基因组变异数据库（Genome Variation Map）

▪ 甲基化数据库（Methylation Bank）

▪ 多元数据归档库（OMIX）

44https://ngdc.cncb.ac.cn/

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资源体系



National Genomics Data Center

科学数据提交须知

数据提交入口BIG Sub 

https://bigd.big.ac.cn/gsub

45

关于账号：

1. 建议谁的数据谁提交，即数据拥有者注册提交，

方便各数据库反馈数据集处理进度和情况

2. 对于GSA-Human数据库，一定要具备高级职

称人员或使用此类人员邮箱进行账号注册

https://bigd.big.ac.cn/gsub


National Genomics Data Center

科学数据提交须知

46

关于deadline ：

1. 专业机构的官方规定，项目应在执行期结束后三个月内完

成数据提交并通过科技部系统完成汇交凭证上传

2. 请不要等到结题再突击提交数据，建议随产生随提交

3. 中心各数据库都可以支撑文章发表，可以发文章前提交数

据，将编号写在文章中，既发文章又完成任务一举两

数据提交入口BIG Sub 

https://bigd.big.ac.cn/gsub

https://bigd.big.ac.cn/gsub


National Genomics Data Center

数据库简要介绍

47

涉及数据库 主要数据类型 联系方式

GSA 非人类的组学测试下机数据 邮箱：gsa@big.ac.cn
QQ群：548170081
说明文档：GSA使用说明、GSA-Human
使用说明GSA-Human 人类的组学测试下机数据

OMIX
基因组二级分析数据、代谢组测序数据、蛋白组测序及分析数据、

蛋白结构数据、图像数据、芯片数据、临床信息等

邮箱：gsa@big.ac.cn
QQ群：516418530
说明文档：OMIX使用说明

GWH 全基因组、宏基因组等基因组组装序列和注释数据
邮箱：gwh@big.ac.cn
QQ群：183915274， 541196594

GVM 基因组SNP变异、InDel变异、SNP芯片
邮箱：gvm@big.ac.cn
QQ群：468638108

BioCode 生物类软件工具和方法
邮箱：biocode@big.ac.cn
QQ群：537473603

Database Commons 生物类数据库 邮箱：databasecommons@big.ac.cn

https://ngdc.cncb.ac.cn/gsa/
mailto:gsa@big.ac.cn
http://shang.qq.com/wpa/qunwpa?idkey=61f3fb4bf0de81ee451a6684c2444d23763685bf9d91accab744bb7d97e77c58
https://ngdc.cncb.ac.cn/gsub/document/GSA-GSA_Submission_Guide_2.2.cn.pdf
https://ngdc.cncb.ac.cn/gsa-human/document/GSA-Human_Submission_Guide_1.0.cn.pdf
https://ngdc.cncb.ac.cn/gsa-human
https://ngdc.cncb.ac.cn/omix
mailto:gsa@big.ac.cn
https://jq.qq.com/?_wv=1027&k=1BmWMF2A
https://ngdc.cncb.ac.cn/omix/download-guide/Submission-Guidance-FAQ-OMIX-CN.pdf
https://ngdc.cncb.ac.cn/gwh/
mailto:gwh@big.ac.cn
https://jq.qq.com/?_wv=1027&k=VLvYXfka
https://jq.qq.com/?_wv=1027&k=VLvYXfka
https://jq.qq.com/?_wv=1027&k=a4mj7Lah
https://ngdc.cncb.ac.cn/gvm/
mailto:gvm@big.ac.cn
http://shang.qq.com/wpa/qunwpa?idkey=bed22e3fe87a6dbeb72d24a4dead1960937877a6371f7b9412c1829b1902f82c
https://ngdc.cncb.ac.cn/biocode
mailto:biocode@big.ac.cn
https://jq.qq.com/?_wv=1027&k=6gGkcIR9
https://ngdc.cncb.ac.cn/databasecommons/
mailto:databasecommons@big.ac.cn


National Genomics Data Center

如何填写和调整国家重点专项项目资助号

• 只有正确关联了国家重点专项项目资助号信息的数据集，才会出现在最终的汇交证明中

▪ GSA，GSA-Human，GWH，GVM和OMIX数据库都需要关联BioProject，请在BioProject创

建时正确填写资助编号

▪ Database Commons和BioCode，资助信息是收录在自己库中的，填写后可以随时进行修改

48

涉及数据库 联系方式

BioProject

邮箱：gsa@big.ac.cn
QQ群：548170081
说明文档：BioProject使用说明

BioCode
邮箱：biocode@big.ac.cn
QQ群：537473603

Database Commons 邮箱：databasecommons@big.ac.cn

https://ngdc.cncb.ac.cn/bioproject/
mailto:gsa@big.ac.cn
http://shang.qq.com/wpa/qunwpa?idkey=61f3fb4bf0de81ee451a6684c2444d23763685bf9d91accab744bb7d97e77c58
https://ngdc.cncb.ac.cn/gsub/document/BioProject-BioProject_Submission_Guide_2.2.cn.pdf
https://ngdc.cncb.ac.cn/biocode
mailto:biocode@big.ac.cn
https://jq.qq.com/?_wv=1027&k=6gGkcIR9
https://ngdc.cncb.ac.cn/databasecommons/
mailto:databasecommons@big.ac.cn


National Genomics Data Center

BioProject数据库

49

BioProject主网页：

https://ngdc.cncb.ac.cn/bioproject/

说明文档

BioProject使用说明

问题反馈邮箱：

gsa@big.ac.cn

https://ngdc.cncb.ac.cn/bioproject/
https://ngdc.cncb.ac.cn/gsub/document/BioProject-BioProject_Submission_Guide_2.2.cn.pdf
mailto:gsa@big.ac.cn


CNCB-NGDC

BioProject ：填写提交者信息

50



CNCB-NGDC

机构（下拉菜单）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OST)
科技部项目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SFC) 基金委项目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中科院项目

Others 其他项目

No funding support 无资助

BioProject：填写基本信息

GSA，GSA-Human，GWH，GVM和OMIX数据库都需要

关联BioProject，请在BioProject创建时正确填写资助编号

数据汇交用户，需正确填写资助编号，否则系统无法关联查询

到数据

51

支持添加多个资助编号



CNCB-NGDC

BioProject ：填写项目类型和样本范围

52

按需求填写项目数据类型信息，如

果可选项里没有，可点击“other”

自行添加



CNCB-NGDC

BioProject ：填写出版信息

53



CNCB-NGDC

BioProject信息浏览&提交

54

填写资助编号信息会显示在此处

请务必点击“ ” ，提交后无需

等待审核，可以继续完成后续信息提交



CNCB-NGDC

培训主要内容

• 数据汇交政策背景

• SDAS系统功能概述

• 汇交计划制定与审核

• 科学数据提交须知

• 进度查询与凭证出具

• 常见问题与文档下载

55



CNCB-NGDC

实时查询与监督数据归档情况

• 项目层可通过[在线查询&出具证明]进入实时数据归档情况的查询界面

56



CNCB-NGDC

实时查询与监督数据归档情况

• 项目层可通过[在线查询&出具证明]进入实时数据归档情况的查询界面

57

系统仅展示正确关联“项目资助号”

的数据集，未正确填写编号的将不出

现在列表中，须知详见“如何填写和

调整国家重点专项项目资助号”



CNCB-NGDC

如何看懂批量导出数据信息

• 以下为导出表格样例：表头含有常见问题、可能原因、建议问题处理者、处理方法和数据

库联系方式等信息，未归档数据集显示为红字+黄色高亮，方便项目层进行反馈。

58

SDAS仅为项目层提供查询服务，数据处理问题，一定要请提交者联

系数据库进行咨询和处理



CNCB-NGDC

在线浏览汇交证明

• 项目层组织数据递交责任方对数据提交完成情况进行核对，确保所需数据集都归档后，一

定要确定核对无误后，再单击“保存并预览证明”进入下一步。

59

凭证与汇交计划不完全一致常见

的，只要能自圆其说就可以



CNCB-NGDC

在线浏览汇交证明

• 预览终版证明，在线签署“承诺书”，并填写邮寄信息

60



CNCB-NGDC

在线浏览汇交证明

• 预览终版证明，在线签署“承诺书”，并填写邮寄信息

61



CNCB-NGDC

汇交凭证审核情况反馈

• 如果审核未通过：请根据[信息反馈]中的建议，点击[在线查询&出具证明]进入浏览页面

，通过[更新/浏览数据集]重新出具汇交证明。

62



CNCB-NGDC

汇交凭证审核情况反馈

• 如果审核未通过：请根据[信息反馈]中的建议，点击[在线查询&出具证明]进入浏览页面

，通过[更新/浏览数据集]重新出具汇交证明。

63

点击“更新/浏览数据集”更新证明



CNCB-NGDC

汇交凭证审核情况反馈

• 如果审核通过：开始中心内盖章审批流程，汇交凭证盖章件将于1-2工作日内寄出。

64



CNCB-NGDC

凭证盖章件寄出

• 凭证寄出后，状态改为“汇交证明已寄出”您即可通过系统浏览与下载“凭证盖章电子扫

描件”。预祝项目验收顺利。

65

汇交凭证一旦出具不予

撤回，请您务必谨慎



CNCB-NGDC

培训主要内容

• 数据汇交政策背景

• SDAS系统功能概述

• 汇交计划制定与审核

• 科学数据提交须知

• 进度查询与凭证出具

• 常见问题与文档下载

66



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

帮助信息与文档下载

67

https://ngdc.cncb.ac.cn/sdas/help

常见问题

• 项目汇交计划制定

https://ngdc.cncb.ac.cn/sdas/help


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

帮助信息与文档下载

68

https://ngdc.cncb.ac.cn/sdas/help

常见问题

• 项目汇交计划制定

• 科学数据递交

https://ngdc.cncb.ac.cn/sdas/help


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

帮助信息与文档下载

69

https://ngdc.cncb.ac.cn/sdas/help

常见问题

• 项目汇交计划制定

• 科学数据递交

• 项目汇交凭证出具

https://ngdc.cncb.ac.cn/sdas/help


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

帮助信息与文档下载

70

https://ngdc.cncb.ac.cn/sdas/help

常见问题

• 项目汇交计划制定

• 科学数据递交

• 项目汇交凭证出具

文档下载

• 汇交计划参考模板

• 系统操作指南

https://ngdc.cncb.ac.cn/sdas/help


THANKS

欢迎使用SDAS服务系统
https://ngdc.cncb.ac.cn/sdas/

工作邮箱：data@big.ac.cn

https://ngdc.cncb.ac.cn/sdas/


生命科学程序代码归档库

BioCode

国家生物信息中心
China National Center for Bioinformation

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
National Genomics Data Center



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

工具提交者需提前准备的信息内容

• 软件工具基本描述性元信息

• 作者信息、相关文章信息

• 软件版本及源代码文件

• 软件工具说明文档

• 设定好软件信息公开时间

• 项目资助号信息



https://ngdc.cncb.ac.cn/biocodehttps://ngdc.cncb.ac.cn/gsub

登录（Sign In ）

注册（Register）

https://ngdc.cncb.ac.cn/biocode
https://ngdc.cncb.ac.cn/gsub


提交按钮



信息提交界面

软件名称

简要描述

网站URL

公开时间

受控可选项



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

受控可选项内容



点击‘Edit’
编辑已保存
软件信息

查看已提交
软件信息



已保存基本信息条目
皆可编辑修改保存



点击‘Manual’可填写和修
改软件说明文档



点击‘Downloads’可填写软件版
本信息并上传软件元码

增加软件新版本信息



关联项目资助号



THANKS

欢迎使用BioCode系统
https://ngdc.cncb.ac.cn/biocode/

工作邮箱：biocode@big.ac.cn QQ群：537473603

https://ngdc.cncb.ac.cn/sdas/
mailto:biocode@big.a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