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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简介 

生物样本数据库（BioSample）是收集与共享生物样本信息的资源库，提供生物样本

的结构化描述信息递交和发布，样本类型涵盖人、动物、植物、微生物（含环境微生物）、

病毒等。 

用户注册 

请您进入生物数据递交系统（BIG Submission，https://bigd.big.ac.cn/gsub/）完成账

号注册，建议使用实验室公共邮箱进行注册。如果您在账号注册和使用过程中遇到任何问

题，请联系 bigd-admin@big.ac.cn。 

  

 

  
 

https://bigd.big.ac.cn/gsub/
mailto:bigd-admin@big.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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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Sample 创建 

账户注册完成后，即可进入 BIG Sub 统一递交入口，目前 BioSample 数据库支持两

种数据提交模式（Submission type），分别为批量样本提交（Batch BioSamples）和单个

样本提交（Single BioSample）。大多数提交的生物样品需要一个以上的样本，建议用户

使用“批量样本提交模式”进行 BioSample 创建。 

 

 

 
 

批量样本提交（Batch BioSamples）模式（推荐） 

只要您一次性上传的样本数大于 1，建议您使用批量样本提交（Batch BioSamples），

具体步骤如下： 

 提交者信息（Submitter）—用于收集数据提交者信息，系统会帮您自动填入用户注册

时姓名和电子邮件信息，如部分信息需要调整，可直接修改并通过“保存并进入下一

项（Save and forward）”键完成修改。 

 

本系统支持中英文双语言模式，可随时自由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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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数据信息审核与文件归档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信息将反馈到您的注册

邮箱，而非此处填入的提交者信息邮箱。 

 

 基本信息（General）—用于收集有关 BioSample(s)的描述信息，包括发布日期（Release 

date）、提交类型（Submission type）、项目编号（Project accession）； 

 

 样本类型（Sample Type）—此页收集有关样本类型信息。若 BioProject 包含不同类型

样本类型（Sample type），您需要进行多次创建。 

设定 BioSample 的发布日期，通常状况下可

与 BioProject 的发布日期保持一致 

如需批量提交，请一定要选择 Batch Bio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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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总则规定，如果您确定需要将数据

提交到 GSA-Human 数据库，请先删除当前所有已提交信息再联系 gsa@big.ac.cn 邮

箱。 

 样本属性（Attributes）—用于收集样本的属性信息，具体批量提交步骤如下： 

1) 下载批量提交模板文件，如下图中的 Human.cn.xlsx (中文版)，e.g.Human.cn.xlsx

为例子文档。更多帮助，请查看 Help； 

注：每次上传时，重新下载模板可确保获得最新和最正确的版本。 

 

2) 编辑模板文件并检查无误后，通过文件选择框进行文件上传； 

 

以 Human 为例 

mailto:gsa@big.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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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传完成后，通过点击“校验”键,进行批量表格在线审核： 

 

4) 若文件审核不通过，请点击“删除”键，删除已上传的文件并系统按提示信息修改

后，再重新上传批量表格文件，直至审核通过；当文件审核通过，请点击“保存并

进入下一项”键，完成批量样本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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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况信息（Overview）—用于提供对样本及其属性的整体预览。在正式提交之前，用户

可通过点击进度条上的按钮，进入相应页面修改 Sample 信息。 

注：样本信息提交后，用户将无法再修改关联项目编号（Project accession），提交类型

（Submission type）和样本类型（Sample type），请务必检查无误后再提交。 

 

 

完成批量提交 

点击进入相应页面进行样本信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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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用户完成 BioSample 创建后，系统将自动为用户生成 BioSample 编号（BioSample 

Accession number）：SAMC#，如上图中的 SAMC018351，请在 BIG Search 检索

信息时使用此编号。BioSample 提交编号（Submission ID）：sub#，如上图

subSAM020698，请仅在联系 GSA 工作人员时使用，请不要在 BIG Search 检索信息

时使用此编号。 

2. 通常状况下，数据信息审核时间为 1-2 天，BioSample 审核状态不影响后续填写。审

核通过之后 BioSample 的 Status 状态为 Checked OK; Confidential。BioSample 发

布后，Status 状态会变为 Checked OK；Public。 

单个样本提交（Single BioSample）模式 

如果您仅需上传 1 个样本，建议您使用单个样本提交（Single BioSample），请参考

以下步骤，完成样本的提交： 

 提交者信息（Submitter）—会自动填写用户注册时姓名和电子邮件信息，如部分信息

需要调整，可直接修改并点击“保存并进入下一项”进入下一步； 

https://bigd.big.ac.cn/search
https://bigd.big.ac.cn/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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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信息（General）—用于收集有关 BioSample 描述信息，包括发布日期（Release 

date）、提交类型（Submission type）、项目编号（Project accession）、样本标题

（Sample title）和样本说明信息（Public description）； 

 

设定 BioSample 的发布日期，通常状况下可

与 BioProject 的发布日期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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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本类型（Sample Type）—此页收集有关样本类型信息； 

 

注：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总则规定，如果您确定需要将数据

提交到 GSA-Human 数据库，请先删除当前所有已提交信息再通过 gsa@big.ac.cn 联

系我们。 

 样本属性（Attributes）—用于收集样本的属性信息； 

以Human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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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况信息（Overview）— 提供对样本及其属性的整体预览。在正式提交之前，用户可

通过点击进度条上的按钮，进入相应页面修改 Sample 信息。 

注：样本信息提交后，用户将无法再修改关联项目编号（Project accession），提交类

型（Submission type）和样本类型（Sample type），请务必检查无误后再提交。 

例：Isolate: Prostate Cancer Cell Line 

参考来源：SAMN06642685 (NC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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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用户完成 BioSample 创建后，系统将自动为用户生成 BioSample 编号（BioSample 

Accession number）：SAMC#，如上图中的 SAMC020988。请在 BIG Search 检索

信息时使用此编号。BioSample 提交编号（Submission ID）：sub#，如上图

subSAM023378，请仅在联系 GSA 工作人员时使用，请不要在 BIG Search 检索信息

时使用此编号。 

2. 通常状况下，数据信息审核时间为 1-2 天，BioSample 审核状态不影响后续填写。审

核通过之后 BioSample 的 Status 状态为 Checked OK; Confidential。BioSample 发

布后，Status 状态会变为 Checked OK；Public。  

点击“提交”完成 BioSample 创建 

 

点击进入相应页面进行项目信息修

https://bigd.big.ac.cn/search
https://bigd.big.ac.cn/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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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Sample 修改和删除 

在 BioSample 信息审核通过之前，即提交状态（Status）为 finished；confidential。

用户可通过点击“提交编号（Submission ID）”进入样本总览界面，更新发布日期（Release 

date）；修改提交者信息（Submitter information）；以及修改或删除每个已提交样本属性

（Attributes）信息。 

注： 

1) 当您采用"批量样本提交（Batch BioSamples）"方式提交的 BioSample，仅能修改样

本属性（Attributes）。如果您希望修改样本标题（Sample title）和样本说明（Public 

description），请通过 gsa@big.ac.cn 邮箱联系数据库工作组。 

2) 采用"单个样本提交（Single BioSample）"方式提交的 BioSample 可修改基本信息

（Submitter）、基本信息（General）中的发布日期（Release date），样本标题（Sample 

title）和样本说明（Public description），以及所有样本属性（Attributes）。 

 

 

 

修改样本的发布日期 

修改样本的提交信息 

修改或删除已提交样

本 Attributes 信息 

 

mailto:gsa@big.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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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BioSample信息审核通过之后，即提交状态（Status）为 checked OK；confidential。

用户可通过点击“提交编号（Submission ID）”进入样本总览界面，更新发布日期

（Release date）和修改提交者信息（Submitter information）。不过，如果您还希望修

改或删除已通过审核的样本属性（Attribute）信息，请通过 gsa@big.ac.cn 邮箱联系数据

库工作组。 

 

 

 

  

修改样本的提交者信息 

修改样本的发布日期 

mailto:gsa@big.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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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Sample 发布 

如用户需要提前发布 BioSample 信息，可点击下图列表中“立即发布（Release Now）”

控件，完成提前释放。BioSample 发布会触发其所属的 BioProject 发布。请注意当您的

BioSample 关联的数据集发布后（如 GSA、GWH 或是 GVM 数据集），与该数据集相关

的 BioSample(s)将同时发布。 

BioSample 发布后，提交状态为 checked OK；Public。如您还需修改其它信息，请

通过 gsa@big.ac.cn 邮箱联系数据库工作组。 

 

 

 

mailto:gsa@big.a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