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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总则 

根据《科学数据管理办法》要求，科学数据汇交内容包括项目执

行过程中产生的科学数据实体、科学数据描述信息和科学数据辅助工

具软件。 

1. 科学数据实体。科学数据实体是在科技计划形成的原始数据及基

于原始数据研究分析数据所形成的完整数据库或数据文件。 

2. 科学数据描述信息。科学数据必须提供相应的描述信息，包括数

据说明文档及过程资料等。 

3. 科学数据辅助工具软件。科学数据辅助工具软件是指科技计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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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

施中采购的工具软件可不必汇交，但需提供与汇交数据处理相关的工

具软件使用说明。 

4. 科学数据汇交的责任主体。科学数据汇交的责任主体为各类科技

项目的项目负责人，负责人要对所承担的科技项目负责，并确保所汇

交数据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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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科学数据汇交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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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简称“中心”）是国家科技部、财政部认定的 20 个国家科学数据中

心之一，依托单位为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国家生物信息中

心）。2020 年起，中心承担生物领域国家重点专项项目科学数据汇交

工作。科技项目数据汇交计划服务系统（Scientific Data Archive 

System，SDAS）的作为中心汇交计划服务系统，主要为项目层提供

汇交计划提交，数据汇交进度实时查询与监督、汇交证明出具服务，

协助科技计划项目顺利验收。具体使用步骤与方法详见 “SDAS 系统

使用指南”，简要流程如下： 

第1步 使用项目负责人或联系人账号注册，组织课题层制定并最

终形成一份项目汇交计划，在线提交； 

第2步 管理员进行形式审查，审核通过后，寄出汇交计划盖中心章

文件。如审核不通过，反馈修改建议； 

第3步 项目层在完成所在单位盖章后，请在线上传盖双章版计划； 

第4步 项目执行期间，建议项目层督促数据递交方，及时通过

BIG-Sub 进行科学数据提交； 

第5步 项目层可实时查询、监督数据汇交情况，还可一键导出数

据汇交情况，反馈数据递交方并督促其处理； 

第6步 项目层组织各课题层核对，确定完成提交后，在线申请出

具证明； 

https://ngdc.cncb.ac.cn/sdas/open-files/SDAS-Guidance-CN.pdf
https://ngdc.cncb.ac.cn/sdas/open-files/SDAS-Guidance-CN.pdf
https://ngdc.cncb.ac.cn/gs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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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步 管理员进行形式审查，审核通过后，寄出汇交证明；如审

核不通过，反馈修改建议。 

三、 中心可接收的数据类型 

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主要接收全组学测序下机数据、基因组

组装、基因组变异、基因表达分析（表达谱和芯片）、表观组分析后

数据；代谢组测序及分析、蛋白组测序及分析数据、蛋白结构数据、

图像数据、芯片数据、生物类软件工具及数据库等多种类型的数据。

但不包括初步的分析、论文、专利、软件著作权、未来研究计划等信

息。

四、 中心数据库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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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sa@big.ac.cn 

548170081 GSA-Human 人类的组学测试下机数据 

https://ngdc.cncb.ac.cn/gsa/
mailto:gsa@big.ac.cn
http://shang.qq.com/wpa/qunwpa?idkey=61f3fb4bf0de81ee451a6684c2444d23763685bf9d91accab744bb7d97e77c58
https://ngdc.cncb.ac.cn/gsa-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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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数据库 主要数据类型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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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脑

电生理、流式、临床信息等） 

邮箱：gsa@big.ac.cn  

QQ 群：516418530 

GWH 

全基因组、宏基因、质粒、叶绿体、线

粒体等组装数据 

邮箱：gwh@big.ac.cn  

QQ 群：541196594 

GenBase 
病毒、细胞器、质粒和基因片段等核酸

序列及其注释信息 

邮箱：genbase@big.ac.cn 

QQ 群：62938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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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常见问题与注意事项 

汇交计划提交账号注册与注意事项 

SDAS 系统主要为项目层提供汇交计划提交，数据汇交进度实时

查询与监督、汇交证明出具服务（实体数据提交账号须知，详见“实

体数据递交账号选择与注意事项”）。建议使用项目负责人/ 联系人邮

箱通过中心单点登录系统（BIG Single Sign-On，BIG SSO）完成账

号注册。具体账号注册流程详见“SDAS 系统使用指南”，简要流程如

下： 

第1步 申请注册账号：点击 SDAS 系统主页菜单栏中的“注册” 

https://ngdc.cncb.ac.cn/omix
mailto:gsa@big.ac.cn
https://jq.qq.com/?_wv=1027&k=1BmWMF2A
https://ngdc.cncb.ac.cn/gwh/
mailto:gwh@big.ac.cn
https://shang.qq.com/wpa/qunwpa?idkey=e04cf12e598e324f6d1eb7b14d19b5fb5815315bebab64a4e2b0c37307f17636
https://ngdc.cncb.ac.cn/gen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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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ngdc.cncb.ac.cn/databasecommons/
mailto:databasecommons@big.ac.cn
https://ngdc.cncb.ac.cn/sso/login?service=https://ngdc.cncb.ac.cn/sdas/login
https://ngdc.cncb.ac.cn/sdas/open-files/SDAS-Guidance-CN.pdf
https://ngdc.cncb.ac.cn/s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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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步 填写信息并完成激活：填写所需信息，并登录注册邮箱完

成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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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1) 忘记激活账号：请打开此链接：https://ngdc.cncb.ac.cn/sso/login，

点击下图中的“Forgot activate?”，重新激活账号。 

 

2) 忘记登陆密码：请打开此链接：https://ngdc.cncb.ac.cn/sso/login，

点击下图中的“Forgot password?”，重置账号密码。 

 

3) 提示账号已注册：如果注册是提示账号已注册，请打开此链接：

https://ngdc.cncb.ac.cn/sso/login，点击下图中的“Forgot password?”，

重置账号密码后便可登陆。 

实体数据递交账号选择与注意事项 

关于实体数据递交的账号选择问题，建议谁的数据谁提交，即由

https://ngdc.cncb.ac.cn/sso/login
https://ngdc.cncb.ac.cn/sso/login
https://ngdc.cncb.ac.cn/sso/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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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数据课题/子课题自行注册提交。如果使用统一账号提交，当数据

文件归档中出现问题时，邮件只会发给提交邮箱。如一一转发，会给

提交账号管理方带来额外的工作量。如果不转发，数据无法完成归档。 

关于项目层如何了解各课题的提交进度，详见“SDAS 系统使用指南”。 

国家重点专项项目资助号填写与注意事项 

请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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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需要将实体数据提交到组学原始数据归档库（Genome 

Sequence Archive, GSA）、基因组数据库（Genome Warehouse，GWH）、

基因组变异库（Genome Variation Map，GVM）或多元数据归档库

（Open Archive for Miscellaneous Data，OMIX），在开始创建数据集

前，需要完成 BioProject（对研究项目的总体描述）的创建，具体创

建步骤详见“生物项目数据库使用说明”，简要流程如下： 

第1步 通过 BioProject 提交入口，新建 BioProject； 

第2步 完成提交者信息（Submitter）填写； 

第3步 完成基本信息（General）填写：其中项目资助资金来

源（Grants）中机构（Agency）请选填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OST) ；项目批准号

（Grant ID）：请正确填写为项目的编号； 

第4步 完成项目类型（Project type）填写； 

第5步 完成出版信息（Publication）填写； 

https://ngdc.cncb.ac.cn/sdas/open-files/SDAS-Guidance-CN.pdf
https://ngdc.cncb.ac.cn/gsa/
https://ngdc.cncb.ac.cn/gwh/
https://ngdc.cncb.ac.cn/gvm/
https://ngdc.cncb.ac.cn/omix
https://ngdc.cncb.ac.cn/omix
https://bigd.big.ac.cn/gsub/submit/bioproject/list
https://bigd.big.ac.cn/gsub/document/BioProject-BioProject_Submission_Guide_2.2.cn.pdf
https://bigd.big.ac.cn/gsub/submit/bioproject/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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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步 浏览概况信息（Overview）并提交。 

当 BioProject 审核通过后（提交状态为 Check OK），如下图所示。

用户就无法自行修改了。请发邮件至 gsa@big.ac.cn 或联系 QQ 工作

群（548170081），请管理员协助开放编辑权限再进行修改操作。 

 

如果您需要将数据提交到全球生物数据库目录（Database Commons）

或生物工具软件（BioCode），资助信息填写后可以随时进行修改，如

遇 问 题 可 以 联 系 邮 箱 ， Database Commons ：

databasecommons@big.ac.cn，BioCode：biocode@big.ac.cn。 

  

https://bigd.big.ac.cn/gsub/submit/bioproject/list
file:///D:/2.工作相关/0-科学数据汇交/汇交系统测试/页面文字调整/gsa@big.ac.cn
http://shang.qq.com/wpa/qunwpa?idkey=61f3fb4bf0de81ee451a6684c2444d23763685bf9d91accab744bb7d97e77c58
mailto:databasecommons@big.ac.cn
mailto:biocode@big.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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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中心科技项目数据汇交计划（示例） 

一、科学数据概述 

简要描述科技计划项目拟产生的科学数据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数

据内容、采集方案、采集地点、采集时间、设备情况等基本信息。 

项目承担单位根据任务书内容对拟产生数据情况进行描述。汇

交数据的范围可参考“总则”。 

参考例子如下： 

本项目（项目名称：XXXXX，项目编号：XXXXX，执行期限：201X 

年 X 月至 201X 年 X 月，负责人：XXX）由 XXXXX 牵头，参加单位有

XXXX，XXXX，XXXX……： 

因各课题所产生的科学数据内容，采集方案等均不同，故按照

课题分别叙述如下： 

课题一承担任务的科学数据概述如下： 

XXXX 单位 XXXX 研究员承担任务的科学数据概述如下： 

数据内容：主要是测序数据，包括 DNA 5mC、5hmC、5fC、5caC、

6mA 多种甲基化修饰高通量测序，全转录组 RNA m1A、m6A、m5C 以

及假尿嘧啶等修饰测序。  

采集方案：测序数据主要来自 mESC 和 hECS 等细胞系，人、小

鼠及斑马鱼的胚胎、组织样本和人类外周血样品，通过对 DNA 或 RNA

进行提取，并根据数据类型进行抗体富集或者化学处理之后建库测序。 

采集地点：细胞系、小鼠、斑马鱼样本由项目内实验室内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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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样本通过在 XX 医院采集病人样本获得，人外周血样品在 XXX 医院

采集病人样本获得，上述均将进行伦理审批并与被采样者签署知情同

意书。样本的 DNA、RNA 提取及各种处理在实验室内部进行，测序

在 XXX 等公司完成。 

拟采集时间：201X 年-201X 年。 

拟使用设备情况：测序数据将通过高通量测序仪上进行双端测序。 

课题二承担任务的科学数据概述如下:…… 

……等 

二、科学数据资源清单 

表 1 计划汇交的科学数据清单 

序

号 
科学数据集名称 数据类型 

预估数据量

/记录数 

数据

格式 

共享

方式 
公开时间 

       

       

       

       

计划汇交的科学数据清单中填写说明及实例 

科学数据集名称：在最终本中心出具的汇交证明中，此信息是归

档数据集的英文名称。此处是可以写中文的，只要与最终提交数据的

名称可以相互有对应性即可（本中心最终的汇交证明实例详见附件 2）； 

数据类型：写出数据使用的测序策略，对于组学原始测序数据，

可以写全基因组甲基化测序数据、外显子组测序数据、转录组测序数

据等；对于分析后数据，可以写二代原始数据生信分析数据等；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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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组和代谢组可以写 HPLC、LC-MS 或 LC-MS-MSD 数据等；对于

调研性数据，可以直接写名分类名称，如临床信息、人口统计学数据、

问卷等； 

数据格式：可参考“数据库介绍”中我们列出数据类型信息； 

共享方式：建议非人的数据此处填写“公开共享”；人相关数据，

如果有受控访问需求，此处可填写“受控访问”。 

各类数据例子如下（仅供参考）： 

序

号 

科学数据集

名称 
数据类型 

预估数量 

/记录数 
数据格式 

共享 

方式 
公开时间 

1 
全基因组测

序数据 

原始下机数据 
30 TB 

Fastq/BAM 等 公开

访问 

建议写具

体日期 SNP vcf/gvcf、hapmap 

2 
基因组组装

数据 
组装数据 1 个 Fasta、gff、tbl 

公开

访问 

建议写具

体日期 

3 
转录组测序

数据 

原始下机数据 
20 例 

Fastq/BAM 等 公开

访问 

建议写具

体日期 表达矩阵 txt 等 

4 
表观组测序

数据 

原始下机数据 
20 例 

Fastq/BAM 等 公开

访问 

建议写具

体日期 甲基化谱 bed 

5 
表达芯片数

据 
芯片数据 200 例 txt/excel 

公开

访问 

建议写具

体日期 

6 
代谢组学测

序数据集 

原始数据 
20 例 

Raw/wiff/mzML 等 公开

访问 

建议写具

体日期 分析数据 Excel、txt 等 

7 
蛋白组测序

数据集 

原始数据 
20 例 

Raw/wiff/mzML 等 公开

访问 

建议写具

体日期 分析数据 Excel、txt 等 

8 
大分子结构

数据 
蛋白结构数据 2 个 PDBx/mmCIF 等 

公开

访问 

建议写具

体日期 

9 
核磁共振成

像数据 
MRI 数据 20 例 dicom 

公开

访问 

建议写具

体日期 

10 
神经系统科

学数据 
脑电生理数据 20 例 mat 

公开

访问 

建议写具

体日期 

11 软件工具 软件工具 1 个/多个 源代码和相关信息 
公开

访问 

建议写具

体日期 

12 数据库系统 数据库系统 1 个/多个 网址和相关信息 
公开

访问 

建议写具

体日期 

三、科学数据的质量控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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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科学数据生产所采用的相关数据质量控制情况，包括对汇交

科学数据的来源、采集、加工、处理等各环节的质量控制措施等内容。 

项目承担单位结合实际描述数据质量控制情况。主要填写数据

来源、数据采集、数据加工、数据处理等环节的信息。示例如下： 

课题一承担任务的科学数据质量控制说明如下： 

数据来源：本课题产生的测序数据主要来自 mESC 和 hESC 等细

胞系，人、小鼠及斑马鱼的血液、组织和胚胎样本。质谱样本通过对

mESC 细胞系，商品化 λDNA 和小牛胸腺 DNA 进行检测。细胞样本

无支原体污染，人、小鼠及斑马鱼的血液、组织和胚胎样本其生理状

态符合研究需求。 

数据采集：细胞系、小鼠、斑马鱼样本为项目内实验室内培养，

人样本通过在 XXX 医院采集病人样本获得，人外周血样品在 XXXX

医院采集病人样本获得，上述均将通过伦理审核并与被采样者签署知

情同意书。 

对样本提取的DNA及RNA的完整度、纯度和质量通过Nanodrop、

琼脂糖凝胶电泳、OD260/280 比值、Qubit 定量等方法进行评估鉴定。

采用对应的商业化试剂盒进行文库构建，并通过 Agilent2100 和 qPCR

分别进行文库大小和浓度检测。对这些样本的文库通过测序来进行功

能研究。测序得到的数据样本通过 Q30 对数据质量进行评估及处理。 

对于质谱和色谱分析，通过核酸酶和磷酸酶将样品 DNA 酶解为

单核苷，经超滤除去酶解步骤加入的工具酶。然后通过高效液相色谱

串联三重四级杆质谱（HPLC-MS）对酶解得到的单核苷进行定性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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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析。 

数据加工：数据类型包括 RNA-seq，STEM-seq，ATAC-seq, hmC-

CATCH 及 CLEVER-seq 的样本处理。RNA-seq 的样本处理包括对处

理样本的 mRNA 提取并建库。STEM-seq 的样本处理包括对处理样本

的 mRNA 提取，通过甲基化特异抗体进行富集并建库。ATAC-seq 的

样本处理包括通过 Tn5 转座酶对核基因组 DNA 开放区域切割，构成

测序文库。DNA 5hmC 样本通过对样本的 DNA 进行提取，通过氧化

标记，实现对标记位点 C-T 转化并建库。单细胞 5fC 测序直接在分选

出来的单细胞上直接进行，通过氧化标记，实现对标记位点 C-T 转化

并进行单细胞扩增。上述几种类型的数据，其建库样本通过 Illumina

测序仪进行双端测序得到测序序列。测序数据质量通过 Q30 质量控

制来确定是否满足分析要求。 

此外，数据类型还包括 dC、dA、6mA、5mC、5hmC 的质谱图、

色谱图。分别对各种分析物色谱图的峰面积进行积分，然后以目标分

析物的峰面积与其对应的同位素内标的峰面积之比作为横坐标，以浓

度为纵坐标建立标准曲线。将每个样品目标分析物的峰面积与其对应

的同位素内标的峰面积之比代入标准曲线，即得到目标分析物的摩尔

浓度。 

数据处理：对测序数据进行质量控制，包括接头序列和低质量序

列的去除。对处理后的数据分别和人，鼠，斑马鱼基因组进行比对，

得到比对结果，基于比对的特异性进行质量控制。通过对比对结果进

行修饰和染色体开放位点和区域的鉴定，基因表达水平的定量。在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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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修饰位点区域及染色质开放区域中，通过 p 值显著性筛选，及重复

样本的重复性对结果进行质量控制。 

此外，对于修饰水平的质谱检测，得到 5mC、5hmC 和 6mA 等

修饰的浓度与对应的普通核苷 dC、dC 的浓度的比值即为该修饰在基

因组 DNA 中的水平。每个样品进行三次以上分析重复，通过 p 值显

著性筛选，及重复样本的重复性对结果进行质量控制。 

课题二承担任务的科学数据质量控制说明如下：…… 

…… 

四、科学数据的软件工具说明 

描述用于科学数据处理、加工和分析的专门辅助软件工具的基本

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软件名称、用途、开发工具、运行环境、开发单

位、所属项目、课题编号、备注等信息。 

项目承担单位根据实际情况科学数据软件工具说明，科学数据辅

助工具软件是指科技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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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中采购的工具软件可不必汇交，但需提

供与汇交数据处理相关的工具软件使用说明”。请主要填写软件名称、

用途、开发工具、运行环境、开发单位等环节的信息。 

参考例子如下 

测序数据分析均通过已发表的开源软件来进行。 

（1） 数据质控：通过 FastQC 来实现，同时利用 Cutadapt 去接头

和低质量碱基得到处理后的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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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因组比对：处理后的 DNA 和 RNA 序列分别通过 Bowtie2

和 STAR（或 Tophat2、Hisat2）与基因组进行比对，DNA 甲基化及相

关氧化衍生物的序列通过 Bismark 与基因组进行比对。 

（3） 修饰、结合、染色体开放区域及位点鉴定：MethylSeekR 识

别 DNA 甲基化数据识别活性调控区；Bismark 识别 DNA 5mC 甲基

化修饰位点。组蛋白，ATAC-seq，RNA m6A 及 DNA 5hmC 的 peak 通

过 MACS2 分析获取。RNA m5C 的修饰位点通过 meRanTK 检测。

RNA 结合蛋白结合区域通过 PARalyzer 来检测。Homer 找到富集在

修饰峰区域中的序列基序。 

（4） HiC 分析：通过 HiCPro 比对分析。 

（5） 转录组分析：转录组的定量差异基因和转录表达分析通过

HTSeq 和 Cufflinks 获得。 

（6） 功能富集：DAVID 用于注释，可视化和集成发现的数据库

基因表达通过 R 语言自行计算。 

（7） 液相色谱-质谱（LC-MS）分析：数据采集及后续数据分离

均通过安捷伦 MassHunter 工作站进行，液质系统分析样品采集到原

始数据后，通过工作站自带定性和定量软件对色谱图进行积分，建立

标准曲线，对样品中分析物进行定性定量。 

表 2. 软件相关信息 

序

号 
软件名称 用途 

开发 

工具 

运行 

环境 
开发单位 

1 fastqc 
测序数据质量检

测 
Java Linux 

Simon Andrews (Babraham 

Institute) 

http://www.bioinformatics.babraham.ac.uk/people.html#si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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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软件名称 用途 

开发 

工具 

运行 

环境 
开发单位 

2 Cutadapt 测序接头去除 Python Linux 

NBIS (National 

Bioinformatics Infrastructure 

Sweden) 

3 Bowtie2 
DNA 测序数据与

参照基因组比对 
Python Linux 

Ben Langmead (Johns 

Hopkins Bloomber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4 Hisat2 

RNA 及其修饰测

序数据与参照基

因组比对 

Python Linux 

Ben Langmead (Johns 

Hopkins Bloomber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5 STAR 

RNA 及其修饰测

序数据与参照基

因组比对 

Python Linux 

Alex Dobin（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Cold 

Spring Harbor, NY, USA） 

6 Tophat2 

RNA 及其修饰测

序数据与参照基

因组比对 

Python Linux 

Cole Trapnell(Broad 

Institute of MIT and 

Harvard, Cambridge) 

7 Cufflinks 

RNA-seq 实验的

差异基因和转录

表达分析 

Python Linux 

Cole Trapnell(Broad 

Institute of MIT and 

Harvard, Cambridge) 

8 HTSeq 基因序列数定量 Python Linux 
Simon Anders (EMBL 

Heidelberg) 

9 MACS2 

组蛋白，ATAC，

RNA m6A 及 DNA 

5hmC的peak检测 

Python Linux 张勇（同济大学） 

10 Bismark 

用于对比和确定

BS-Seq 读取的甲

基化状态 

Python Linux 

Felix Krueger (Babraham 

Institute · Babraham 

Bioinformatics Group) 

11 
MethylSee

kR 

从 DNA 甲基化数

据识别活性调控

区 

Python Linux 

Lukas Burger(Friedrich 

Miescher Institute for 

Biomedical Research) 

12 meRanTK 
RNA m5C 的修饰

位点检测 
Perl Linux 

Dietmar Rieder (Medical 

University of Innsbruck) 

13 PARalyzer 
RNA 结合蛋白结

合区域检测 
Java Linux 

Uwe Ohler (Duke 

University) 

14 Homer 

找到富集在组蛋

白修饰远端峰中

的序列基序 

Python Linux 

Sven Heinz (Department of 

Cellular and Molecular 

Medicin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5 HiCPro 
HiC 比对、处理、

校正 
Python Linux 

Nicolas Servant(Institut 

Curie, Paris,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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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学数据的衍生数据的使用原则 

描述衍生数据的利用、再加工的政策。 

项目承担单位结合实际简单拟定衍生数据的使用原则。此部分

请务必认真填写，可涉及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此次提交的数据不做进一步的衍生及加工，后续如有进一步开

发需求，由数据提供者及开发者另行签订相关协议进行商定。 

六、科学数据的使用期限与长期保存 

说明科学数据的保护期限及保护原因，并指明拟进行科学数据存

档的数据中心。 

项目承担单位结合实际拟定科学数据的保护期限及保护原因。此

部分请务必认真填写。可涉及但不限于以下内容：数据的所有权属于

数据递交者，数据的公开与发布由数据提交者自行管理。各课题根据

数据重要性、数据的密级设定开放条件。由于相关数据的文章尚未发

表，保护期限为 2 年。 

此外，请在此部分写明提交我们中心——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

心，如本项目产生的科学数据拟归档到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永久

保存。 

七、科学数据汇交技术方案 

说明科学数据汇交时拟采用的技术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数据目录

及文件命名规则、安全策略等，以保证科学数据高质量且快速高效的

汇交到科学数据管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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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科学数据汇交时拟采用的技术方案，以下只是建议并非要求： 

1. 写明提交各类型数据的共享方式，如非人数数据共享方案为公开

访问，人类遗传学数据为受控访问。 

2. 写明数据文件的命名原则。此外，请注意为了保证病人隐私，所

有数据信息进行了脱敏处理。 

注：除了汇交到数据中心平台外，建议同时在各课题研究室备注写上

专人专机进行备份保存。 

 

八、其他补充说明 

上述未涉及的相关说明内容，可在此进行补充说明。 

自行根据情况进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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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科技计划项目数据汇交证明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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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汇交计划（参考格式） 

 

 

国 家 重 点 研 发 计 划 

科技计划项目科学数据汇交计划 

（参考格式） 

 

专项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负责人：                                        

项目牵头单位 ：                                     

科学数据管理单位： 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           

项目执行期限：                                      

 

  

https://ngdc.cncb.ac.cn/sdas/download-files/%E7%A7%91%E6%8A%80%E8%AE%A1%E5%88%92%E9%A1%B9%E7%9B%AE%E7%A7%91%E5%AD%A6%E6%95%B0%E6%8D%AE%E6%B1%87%E4%BA%A4%E8%AE%A1%E5%88%92-%E5%8F%82%E8%80%83%E6%A8%A1%E6%9D%BF.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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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数据概述 

简要描述科技计划项目拟产生的科学数据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数据

内容、采集方案、采集地点、采集时间、设备情况等基本信息。 

 

 

二、科学数据资源清单 

表 1  计划汇交的科学数据清单 

序

号 

科学数据集

名称 

数 据 类

型 

预估数据

量/记录数 

数 据 格

式 

共 享 方

式 

公 开 时

间 

       

       

       

       

 

三、科学数据的质量控制说明 

描述科学数据生产所采用的相关数据质量控制情况，包括对汇交科学

数据的来源、采集、加工、处理等各环节的质量控制措施等内容。 

 

 

四、科学数据的软件工具说明 

描述用于科学数据处理、加工和分析的专门辅助软件工具的基本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软件名称、用途、开发工具、运行环境、开发单位、所

属项目/课题编号、备注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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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学数据的衍生数据的使用原则 

描述衍生数据的利用、再加工的政策。 

 

 

六、科学数据的使用期限与长期保存 

说明科学数据的保护期限及保护原因，并指明拟进行科学数据存档的

数据中心。 

 

 

七、科学数据汇交技术方案 

说明科学数据汇交时拟采用的技术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数据目录及文

件命名规则、安全策略等，以保证科学数据高质量且快速高效的汇交

到科学数据管理方。 

 

 

八、其他补充说明 

上述未涉及的相关说明内容，可在此进行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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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数据管理方（签章）          项目负责人（签章）  

 

 

项目牵头单位（公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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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项目汇交计划（参考格

式） 

 

 

科技创新 2030-“脑科学与

类 脑 研 究 ” 重 大 项 目 

科 学 数 据 汇 交 计 划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负责人： 

项目承担单位： 

科学数据管理方：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 

项目执行期限：    年  月-  年  月 

  

https://ngdc.cncb.ac.cn/sdas/download-files/%E7%A7%91%E6%8A%80%E5%88%9B%E6%96%B02030-%E8%84%91%E7%A7%91%E5%AD%A6%E4%B8%8E%E7%B1%BB%E8%84%91%E7%A0%94%E7%A9%B6%E9%87%8D%E5%A4%A7%E9%A1%B9%E7%9B%AE.docx
https://ngdc.cncb.ac.cn/sdas/download-files/%E7%A7%91%E6%8A%80%E5%88%9B%E6%96%B02030-%E8%84%91%E7%A7%91%E5%AD%A6%E4%B8%8E%E7%B1%BB%E8%84%91%E7%A0%94%E7%A9%B6%E9%87%8D%E5%A4%A7%E9%A1%B9%E7%9B%AE.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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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数据概述 

简要描述科技计划项目拟产生的科学数据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数据

内容、采集方案、采集地点、采集时间、设备情况等基本信息。 

 

 

二、科学数据资源清单 

表 1  计划汇交的科学数据清单 

序

号 

科学数据集

名称 

数 据 类

型 

预估数据

量/记录数 

数 据 格

式 

共 享 方

式 

公 开 时

间 

       

       

       

       

 

三、科学数据的质量控制说明 

描述科学数据生产所采用的相关数据质量控制情况，包括对汇交科学

数据的来源、采集、加工、处理等各环节的质量控制措施等内容。 

 

 

四、科学数据的软件工具说明 

描述用于科学数据处理、加工和分析的专门辅助软件工具的基本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软件名称、用途、开发工具、运行环境、开发单位、所

属项目/课题编号、备注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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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学数据的衍生数据的使用原则 

描述衍生数据的利用、再加工的政策。 

 

 

六、科学数据的使用期限与长期保存 

说明科学数据的保护期限及保护原因，并指明拟进行科学数据存档的

数据中心。 

 

 

七、科学数据汇交技术方案 

说明科学数据汇交时拟采用的技术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数据目录及文

件命名规则、安全策略等，以保证科学数据高质量且快速高效的汇交

到科学数据管理方。 

 

 

八、其他补充说明 

上述未涉及的相关说明内容，可在此进行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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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数据管理方（签章）          项目负责人（签章）  

 

 

项目牵头单位（公章）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