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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活动
第九届上海国际分析化学研讨会

会议时间：2018年10月31日-11月1日
会议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单位：中国化学会、慕尼黑博览集团
主要议题：分析化学——让生命更健康

• 环境和食品领域的化学分析
• 新技术与新方法
• 分离技术和质谱分析的新发展      

2018 LSAC生命科技论坛

会议时间：2018年11月1日
会议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单位：生物谷、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主要议题：高通量测序技术与应用       

2018环境监测与分析技术研讨会

会议时间：2018年11月1日
会议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单位：《实验与分析》杂志、弗戈工业传媒、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 样品制备
• 生物标志分析
• 药物分析

2018中国国际食品产业发展论坛暨2018上海中欧国际食品
安全研讨会

会议时间：2018年11月1-2日
会议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单位：上海市食品学会、上海市食品安全工作联合会、
                  慕尼黑博览集团
主要议题：• 新时代中国食品产业创新与发展（政策法规解读、食品

  与大健康、食品安全趋势）
• 大健康产业下的食品营养与功能食品创新
• 中欧食品安全检测与控制技术新进展
• 食品产业信息化和智能化前沿
• 食品工厂卫生安全和体系标准    

会议时间：2018年10月31日-11月1日
会议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单位：慕尼黑博览集团
Tutorial I：亲水作用色谱计划
Tutorial II：液相和气相的自动化样品前处理在食品，法医和材料挥
发领域的应用
Tutorial III：基于代谢组学整合代谢通量与细胞代谢研究药物作用机制的策略 
Tutorial IV：如何最大限度的提高色谱分析率
Workshop：色谱法介绍
Lunch Seminar 1：液质联用基础方法
Lunch Seminar 2：自动微萃取技术在挥发性和非挥发性微量污染分
析中的研究进展

技术培训班系列

实验室建设及安全论坛

会议时间：2018年10月31日-11月2日
会议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单位：慕尼黑博览集团、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会议主题：• 实验室防火及爆炸物处理

• 危险品的安全储存及处理
• 避免对实验者的健康损害      

• 实验室安全与通风解决方案
• 实验室可持续化与智能化
• 其他实验室建设相关主题 

国产科学仪器与实验室快检技术发展论坛

会议时间：2018年10月31日-11月2日
会议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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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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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86 21 2020 5500   ac@mm-sh.com

食品安全快检技术与创新发展论坛

会议时间：2018年10月31日
会议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单位：首都科技条件平台检测与认证领域中心 
                  首都科技条件平台新材料领域中心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analytica China 2018除延续上届主题，设置生命科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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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展区外，

还将开设新的环境监测主题展区，关注环境检测与监控技术领域。预计总

展出面积超过46,000平米，由原来的3个馆扩大至4个馆，规模空前。

展品范围涵盖了不同领域实验室的各个技术环节，在对展商展品及其应用

领域进行逐步细分的基础上，还将设置包括生物技术服务专、诊断、快速

检测、第三方检测、试剂耗材与配件、实验室建设等细分领域技术专区，

旨在为展商和用户提供更加定向和有效的交流和服务。

亚洲分析、生化和实验室技术的
重要展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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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技术专区重磅出击

部分参展商

• 生物技术服务

• 诊断

• 快速检测

• 第三方检测

• 试剂耗材与配件

• 实验室建设

•分析仪器

•分析试剂与配件

•显微镜和光学图像处理

•制药和工业质量控制

•测试、测量技术

•材料测试

•实验室设备及机械

•实验室自动化

•实验室技术

•实验室数据库系统、

  归档和软件

•实验室家具

•化学品及试剂

•配件与耗材

•实验室技术服务

•食品安全分析检测仪器

•第三方检测认证服务

•环境分析检测仪器

•应急与便携监测仪器设备
•试剂耗材

•实验室通用设备

•快速检测技术

•试剂耗材

•实验室通用设备

•食品安全控制技术

环境监测装备与技术展区

E5

展示面积达
46,000平方米
约27,000名
专业观众

今年是第一次参加慕尼黑上海分析生化展，整体感觉非常棒。展会不仅

有大品牌，还有很多国内的展商，给了我们更多的选择。

李诗敏，联合利华，研发部副经理

我们从不缺席慕尼黑上海分析生化展，展会一年比一年办的好！我们参

观展会主要是为了解最新的产品和技术，一方面为设备采购做准备，同

时跟进一些最新的技术。今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国内的展商数量增多，

质量几乎可以和国际大牌媲美。

张驰，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质量与食品安全工程师

分析与质量控制

食品安全装备与技术

环境监测装备与技术

实验室装备与技术

生命科学、生物技术与诊断展区E2
馆

•生物技术应用

•生物技术设备

•生化试剂

•技术服务

•生物过程工程

•诊断设备与试剂

•诊断技术

•生物医学应用

•生命科学实验室技术

生命科学、生物技术与诊断

参观流程

如何进行观众预登记

1 观众预登记 2 打印参观胸牌 3 现场参观

  登陆官网：www.analyticachina.com.cn

或  微信：点击菜单“我的展会”    “观众预登记”

加入PP计划，享VIP福利
analytica China首次推出Prime Priority 计划 （简称“PP计划”），是

针对优质观众和终端用户的VIP会员计划。即刻申请PP卡，完成观众预

登记，可升级为VIP观众，开启尊享之旅。

•  兼具上海市交通卡功能

•  更多个性化定制服务

•  VIP唯一身份认证，  

   尽享VIP观众福利

立即扫码关注官微，点击菜单“PP计划”了解详情，并申请！

• 更多个性化定制服务   尽享VIP观众福利

立即扫码关注官微，点击菜单“PP计划”了解详情，并申请！

应用行业
• 生物医药

• 化学与化工

• 教育科研

• 工业/制造业

• 医疗卫生

• 检验检疫

• 经销商

• 环境监测

• 食品

• 半导体和电子

• 钢铁冶金

• 农林渔牧

• 质量监督认证

• 生命科学

• 法医与刑侦

• 疾控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