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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食品安全装备与技术主题展

展示范围展示范围

随着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生命科学等下游行业需求的增加、行业标准的提高，实验室装备和建设行业迎来了新

一轮的增长及更高的要求。如何建设高水平的实验室，如何提高实验室的硬件设备，如何保障实验室环境的安全和洁净，在现代实验室

里，先进的科学装备和优越完善的实验室环境是提升现代化科技水平，促进科研成果增长的必备条件。上海国际实验室装备与建设主题

展以慕尼黑上海分析生化展（analytica China）为基础，聚焦实验室装备、实验室设计建设和洁净技术，旨在为政府部门及科研机构、

食品、环境监测、生物制药、医疗卫生、化工、精密仪器制造、电子信息、航空航天行业用户提供最新、最前沿的实验室装备与建设的

全面解决方案。展会同期还将举办实验室建设与安全、食品安全、环境监测、分析化学、生命科学等众多会议及相关主题培训班。

展示规模：展示规模： 10,000 专业观众数目：专业观众数目： 20,000
人平方米

• 实验室通用设备

• 实验室自动化设备

• 实验室数据库系统、归档和软件

• 化学品及试剂

• 配件与耗材

• 技术服务

• 实验室规划设计

• 实验室工程建设

• 实验室家具

• 实验室建设相关材料

• 检测与认证

• 实验室技术培训与管理

实验室装备与技术实验室装备与技术实验室设计与建设实验室设计与建设

包含五大主题展区：生命科学、生物技术与诊断、分析与质量控

制、实验室装备与技术、食品安全装备与技术、环境监测装备与技

术主题展区。

2002年首次登陆中国，analytica China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亚洲重要

的分析、实验室技术、诊断和生化技术领域的专业博览会和网络

平台。每两年举办一次，上届展会已于2016年10月12日完美谢

幕，展示面积达35,000平米，云集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848

家参展商，吸引了24,582名专业观众。同期举办的analytica China

国际研讨会也是业内人士关注的焦点，其聚焦行业发展，是科学和

行业技术相互传递的理想平台。

同期举办同期举办 慕尼黑上海分析生化展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 :  : 慕尼黑博览集团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合办单位 : 合办单位 : 中国分析测试协会 ( CAIA )

协办单位 : 协办单位 : 中国化学会 ( CCS )

支持单位 : 支持单位 : 

欧洲精密机械和光学工业联盟

英国仪器仪表、控制装置、自动化和实验室技术协会

德国联邦经济与技术部

印度分析仪器协会 ( IAIA )

日本分析仪器协会 ( JAIMA )

上海市食品学会 ( Shanghai Society of Food Science )

中德复杂样品分离分析联合研究中心

德国精密机械和光学工业协会 ( SPECTARIS )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蛋白质组学专业委员会（CNHUPO）

• 洁净室设计与建设

• 洁净室设备

• HVAC系统

• 洁净室工程与家具

• 洁净室用品

• 检测仪器仪表

• 检测与认证

洁净实验室洁净实验室



展会亮点展会亮点

七大参展理由七大参展理由

最专业、最具实力的买家团体最专业、最具实力的买家团体
来自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近2万余名海内外实验室、政府机构、食

品、环境监测、生物制药、医疗卫生、化工、精密仪器制造、电子

信息、航空航天等相关行业的优质买家

组织方实力雄厚组织方实力雄厚
专注实验室领域16年，历史悠久，资源庞大

高质量的同期活动高质量的同期活动
高端学术会议、论坛、系列培训班，将为您呈现国际最新的研究成

果和技术，产学研的完美结合

精准的整合营销平台与服务精准的整合营销平台与服务
以买卖互通为基础，全年提供信息交流，辅助实现利益最大化

地理优势地理优势
上海及长三角地区为中国研发、生产、消费和出口中心，产业集中

优势巨大

依托最强平台依托最强平台
依托中国乃至亚洲重要的分析、实验室技术、诊断和生化技术领域

的专业博览会和网络平台——慕尼黑上海分析生化展，将为参展企

业以及各行业用户献上一场超级盛宴

强强联合强强联合
来自政府和行业协会权威机构强力支持

展商评语展商评语

吴旭梅，技术支持与解决方案经理，实验室业务平台吴旭梅，技术支持与解决方案经理，实验室业务平台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实验室设计建设专区——提供最先进实验室整体实验室设计建设专区——提供最先进实验室整体
建设方案，建设未来实验室建设方案，建设未来实验室
综合实验室建设的全部过程：从前期的规划选址，到内部系统的实

验室设计施工，到系统的培训和交付，到后期的维护保养等，打造

适合未来发展需要的最现代化实验室。

模拟洁净实验室模拟洁净实验室
位于E4馆近200平米独立区域，将建造一个模拟洁净实验室，集中

展现洁净实验室建造的材料应用、流程布局及家具、装备、各种仪

器的配置等，全方位满足参观者对建设高洁净度实验室的诉求。

实验室建设与安全管理论坛实验室建设与安全管理论坛
将以吸引眼球的真人“秀”的形式来展现，在实验室安全主题演示

区，观众们可以通过真人演示直观地了解实验室人员在危险面前应

当如何表现并采取相应保护措施的。同时，实验室建设的专家们也

将呈现全球先进的实验室，并带来他们最前沿的实验室规划和建设

理念。

洁净实验室专区——提供最优洁净技术，打造洁净实验室专区——提供最优洁净技术，打造
实验室新“净”界实验室新“净”界
洁净室与生物制药、医疗卫生、食品、精密仪器制造、化工、电子、

航空航天等行业的研发和生产密不可分，洁净实验室专区将为行业用

户提供从先进装备到整体建设方案，全面解决实验室中细菌数目、微

生物污染、粒子污染等问题，打造最洁净，零污染实验室。

今年的展会质量上升得很高，包括展商的产品质量，以及展商对

展会的重视程度都非常高，也来了很多客户，包括罗氏制药、诺

华、国家中检、食品药品领域的人士等终端客户，以及很多专家

和领导。我们会继续参加下一届展会，因为展会不仅起到一个产

品推广的作用，对行业的技术交流也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提高。

今年是我们第二次参加，发现来得客户比较多，也比较专业。我对

展会期间的食品安全和实验室的快检设备方面比较感兴趣，与我们

的业务比较相关。下届展会我们还会参加，希望展会越办越好。

杨凡，默克密理博中国区业务总监杨凡，默克密理博中国区业务总监

展会的观众质量非常高，来我们展台咨询的用户包括制药、研

发、环保等应用领域。许多观众不仅仅是问产品本身的问题，更

多的是关心行业的变化和新技术的应用，这对于帮助我们了解市

场、改进产品都非常有意义。

侯海峰，总裁，瀚广实验室装备有限公司侯海峰，总裁，瀚广实验室装备有限公司



谁来参观谁来参观
来自于政府部门、科研机构、生物制药、医疗卫生、食品、精密仪器制造、化工、电子、航空航天等行业用户。

实验室工程
建设与相关

材料

精密仪器制造

工业/制造业
环境监测

教育科研/
高校

生物制药

汽车

经销商

化学与化工

食品

    医疗卫生、
检验检疫

半导体和
电子

能源石化

钢铁冶金

农林渔牧

生命科学
航空航天

Vision, Lnnovation, Expertise.

Laboratory 

实验室通用
设备与机械

化学品及
试剂、配件

与耗材

洁净室设计
与建设

实验室
自动化设备

实验室
技术培训
与管理

洁净室工程
与家具

     技术服务、
检测

与认证

实验室
规划设计

实验室
  数据库系统、

归档和
软件

实验室家具
与材料

洁净室
设备、用品 HVAC系统

检测仪器
仪表

感觉今年的展会内容很多，在现场看到了许多新的设备、新的仪器、新的技术，

层出不穷。在这些产品中。虽然逛了一天展会很累了，但感觉收获良多，对我们

以后的工作很有帮助。同时，我们也看到国产的仪器和设备也在不断进步。

李良阔，食品安全检测中心技术负责人，统一企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李良阔，食品安全检测中心技术负责人，统一企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我主要负责水和气的检测分析，这次参观的主要目的是看一下实验室方面的材

料，实验室功能方面先进的技术，展品很齐全。在现场我发现了很多感兴趣的

展品，比如通风柜等，我看到很多展商在原始的基础上有功能的改善，气流的

改进。 以后我们在实验室改建上可以利用，受益匪浅。

许昭昕，建材中心，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 许昭昕，建材中心，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 

我们团队是专门研究分析非处方药和化妆品生产的团队，主要是要了解现场展

商发布的新技术新产品，以用来支持我们新产品的开发。这次在现场也见到了

我们的合作伙伴分析仪器生产制造商。我非常高兴能参观这届展会，展会规模

非常大，并且出现了很多国内的生产企业，使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

顾平，上海强生制药有限公司高级分析经理顾平，上海强生制药有限公司高级分析经理

观众评语观众评语



同期活动同期活动

实验室建设及安全论坛实验室建设及安全论坛 第九届上海国际分析化学研讨会第九届上海国际分析化学研讨会

会议围绕“分析化学——让生命更健康”这一主题展开深入探

讨。会议特设“食品安全和环境领域的分析化学”专题，来自

食品行业的专家、学者及相关企业等专业人士将共同参会并就

各项议题展开讨论。

展会现场近300平米开放区域设立安全演示专区，面向实验室

使用者和操作工作人员，由德国专家现场演示“实验室防火和

爆炸物处理”、“危险材料的安全处理”和“保护你和你的雇

员免遭健康风险”等实验室安全问题。同时还将邀请实验室建

设领域的知名企业及专家，分享未来实验室建设与智能化管理

的解决方案和专业经验。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上海市生物工程学会

                  上海伯豪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市生物医药行业协会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国产科学仪器与实验室快检技术发展论坛国产科学仪器与实验室快检技术发展论坛

主办单位：北京科学仪器装备协作服务中心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主办单位：慕尼黑博览集团

技术培训班系列技术培训班系列

大会主题大会主题：精准医学与基因检测技术应用

                  精准医学与个体化用药指导

LSACLSAC生命科技论坛生命科技论坛

大会主题大会主题：高通量测序技术与应用

大会主题大会主题：分析化学——让生命更健康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生物谷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20182018中国（上海）食品产业发展论坛中国（上海）食品产业发展论坛
暨上海市食品学会年会暨上海市食品学会年会
暨上海中欧国际食品安全研讨会暨上海中欧国际食品安全研讨会
暨全国地方食品学会联谊会暨全国地方食品学会联谊会

大会主题大会主题：新形势下中国食品产业创新与发展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上海市食品学会 

                  上海市食品安全工作联合会 

                  慕尼黑展览集团

• HILIC亲水作用色谱技术

• IM-MS离子迁移质谱技术

• 超高分辨率质谱仪技术

• HPLC高效液相色谱法

• 生物分析方法

• 质量保证

• 质谱法

• 食品分析技术

• 多维色谱法

• 样品制备技术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主办单位：中国化学会  

                  慕尼黑博览集团

环境监测主题论坛环境监测主题论坛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慕尼黑博览集团

精准医学：精准医学：
从基因检测技术应用到个体化用药指导从基因检测技术应用到个体化用药指导

主办单位：《实验与分析》杂志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样品前处理前沿技术论坛样品前处理前沿技术论坛



阿斯利康·拜耳·第一三共·葛兰素史克·辉瑞·礼来·罗氏·默沙东·诺和诺德·诺华·强生·赛诺菲·诚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同仁堂健

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复星医药·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哈药集团有限公司·海正药业·杭州华东医药集团·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健耕医药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先声药业·江中药业·康恩贝制药·美药星（南京）制药有限公司·齐鲁制药有限公司·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丽珠药业有限公司·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艾康生物技术（杭州）有限公司·达安基因·国家抗体药物工程中心·华大基因·吉尔

生化上海有限公司·上海科华生物·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天坛生物科技研究有限公司·3M·埃克森美孚·巴斯夫·拜尔耳·道康

宁·帝斯曼·杜邦·壳牌·立邦·三菱化学·陶氏化学·安利·伽蓝·高丝·和黄白猫·克里斯汀迪奥·立白·欧莱雅·雅资达·资生堂(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迪氏曼医药化学（上海）有限公司·芬美意香料（中国）有限公司·汉高股份有限公司·华宝食用香精香料（上海）有限公司·江苏龙

灯化学有限公司·科凯精细化工（上海）有限公司·昆山（神隆）生化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利华研究发展中心·玫琳凯（中国）化妆品有限公司·

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奇华顿食品香精香料（上海）有限公司·上海爱普香料有限公司·上海华宝孔雀香精香料有限公司·上海立科药物化学有限

公司·上海雅本化学有限公司·世多乐（上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住友化学（上海）有限公司·德国慕尼黑大学·第二

军医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药科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北京蛋白质组研究中心·福建省医学科学研究院免疫研究所·广

东省微生物研究所·国家环保总局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国家中药制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研究院·江苏省海洋资源开发研究院·军事医学科学院·上海市计量               测试技术研究院·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丹尼斯克                               ·多美滋婴幼儿食品有限公司·丰益（上海）生物技术研发中心

有限公司·光明食品集团·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杭州                                              味全食品有限工程师·皇家宠物食品·嘉里特种油脂（上

海）有限公司·可口可乐饮料（上海）有限公司·玛氏                                                                     食品（中国）有限公司·宁波海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雀巢研发中心有限公                                                                                    司·日本丘比株式会社·三得利（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上海嘉里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上海江崎格力高食品有限公司·上海良友

海狮油脂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太太乐食品                                                                                                       有限公司·上海味之素食品研究开发中心

有限公司·上海欣融食品原料有限公司·                                                                                                         上海烟草（集团）公司·上海益民食品集

团有限公司食品工业研究所·统一企业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旺旺集团·雅培

·中粮食品营销有限公司·康师傅控股有                                                                                                       限公司·常州市环境监测中心·广东省汕

头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国防科技技工业颗                                                                                                        粒计量站·国防颗粒度一级计量站·国家

海洋局东海环境检测中心·国家环保总局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国家环境分析测试

中心·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LG化学·埃尔科                                                                                         石油化工·华北石油·兰州石化公司·上海赛

科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亚东石化（上海）有限公                                                                   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石化集团·国家上海

新药安全评价研究中心·国家新药筛选中心·吉林白城市食                                                品药品检验所·南京市食品药品检验所·上海市酒类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站·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上海市中药质量监督                                检验室·浙江省农业科学院食品科学研究所·浙江省食品药品检

验研究院·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江

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技术中心·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无锡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张家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国家农副

加工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杭州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南通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上海国家粮食质量检测中心·

上海市检测中心·上海市纤维检验所·上海市质检院·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苏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中国检验认证集团上海有限公

司·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复旦大学肿瘤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江苏省中医院·南通市疾控中心·

仁济医院·瑞金医院·上海长征医院·上海达安医学检测中心·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上海市东方医院

·上海市嘉定区疾控中心·上海市中山医院·上海市肿瘤医院·上海曙光医院·沈阳解放军463医院·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石家庄市第四医院·复

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北京朝阳医院·吴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龙华医院·鼓楼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长海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新华医院·浙江省肿瘤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五医院·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甘肃省公安厅·北京市公安局法医中

心·堡盟电子·大途电子(上海)有限公司·飞思卡尔半导体·莱因特电子系统（上海）有限公司·日本电子株式会社·上海辰田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萨隆电子有限公司·意法半导体·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38研究所·中芯国际·罗姆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上海京瓷电子公司·沭阳丽声电子

有限公司·上海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钢铁集团·武汉钢铁集团耐火材料公司·中钢集团·艾默生电器集团·爱发科商贸上海有限公司·博世

·飞利浦·惠普·霍尼韦尔（中国）有限公司·米其林·三星·上海ABB工程有限公司·上海比亚迪有限公司·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上海客车制

造有限公司·施奈德电气·泰事达机电·通用电气·通用汽车·西门子·英业达集团·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中国航空技术上海有限公司·钢研纳

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华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美国微觉视检测技术公司·上海标检产品检测有限公司·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联系方式： 
慕尼黑博览集团慕尼黑博览集团      

德国德国   

地址：Messegelände D-81823 

München Germany   

电话：+49-89-949-20-380   

传真：+49-89-949-20-389   

info@analyticachina.com    

www.analyticachina.com  

中国上海中国上海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源深路1088号

平安财富大厦11层  

邮编：200122  

电话：+86-21-2020 5500  

传真：+86-21-2020 5688  

ac@mm-sh.com    

www.analyticachina.com.cn

中国北京中国北京   

地址：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光华东里8号中海广场中楼2908室

邮编：100020   

电话：+86-10-8591 1001*808   

传真：+86-10-8468 2519  

ken.xu@mm-sh.com

www.analyticachina.com.cn

中国深圳中国深圳   

地址：深圳福田区福华三路168号

深圳国际商会中心1410室   

邮编：518048   

电话：+86-755-3335 8738   

传真：+86-755-3335 8730   

sz@mm-sh.com

www.analyticach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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