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领行业新气象，开启未来新征程，第九届慕尼黑上海分析生化展载誉收官
- 展出面积、展商数量及观展人数再创新高
- 千余款新品发布，引领行业发展新风向
- 推动实验室建设，关注科研生态系统与实验室全生命周期
- 特色现场活动及优质服务，不断丰富展会内涵
- 高质量同期研讨会精彩纷呈
第九届慕尼黑上海分析生化展（以下简称：analytica China 2018）于 11 月 2 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圆满落下
帷幕。作为业内翘首以盼的双年展，今年展会无论在展出面积、展商数量或参观人数方面均创历史新高！来自 26 个
国家和地区的 950 家海内外先锋企业齐聚一堂（较上届增长 12%），在四大展馆、五大主题展区内倾情发布千余款行
业新品，总展示面积达 46,000 平方米。尤为一提的是，重磅推出的智能化 Live Lab 模拟实验室现场吸睛无数，来自
德国、英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的各大展团竞相登场，更有 100 余场干货满满的专业报告及技术研讨会如火如荼上演，
为期三天的展会共吸引来自生物医药、食品、环境、化学化工、教育科研、三方检测等众多领域的专业买家与用户达
30,852 人，较上届增长 25.5%，再一次巩固了展会作为亚洲分析、生化技术、诊断和实验室技术行业风向标的重要地
位！
慕尼黑博览集团董事总经理 Falk Senger 先生对此表示非常满意：“作为 analytica 全球系列展的一部分，
analytica China 2018 无疑为全球分析生化领域注入强劲动力！各项破纪录的数据表明，展会已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和
采购的交流会，更是一个助推产业革新、引领行业发展的高质量、高水准、高效率国际平台！纵然行业瞬‘析’万
变，analytica China 始终不断夯实基础、创新发展、稳步向前！”
应用为王，千余款新品诠释行业发展风向
聚焦生物医药、食品、环境、化学化工、教育科研等应用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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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全新开设“环境监测装备与技术”主题展区，强力整合环境监测领域涉及的相关产品及技术资源，助力中国环
境监测行业的向好发展！五大主题展区集结 950 家重要展商，现场倾情发布了千余款行业新品，持续引领行业发展新
风向！
生命科学、诊断和应用化学市场领域的领导者安捷伦（Agilent）重磅推出多款极具特色的产品。8700 LDIR 激光
红外成像系统，可为制药研发、生物医学、材料科学等领域带来更高的清晰度和无以伦比的分析速度，是化学成像和
光谱分析领域的一项革命性突破。创新的 Cary 3500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具有独创的温度控制与分析模式，可以实
现多温度区间，多样品同步分析，将彻底改变酶反应蛋白及核酸定量等生命科学实验的方式，并可大大提高实验室工

作效率。分析生化领域全球领先供应商 PerkinElmer 倾情推出 FL 6500TM 和 FL 8500TM 荧光分光光度计，倍速而
进，不失毫厘。同时推出包括原子光谱、质谱、材料表征、联用技术、食品安全相关（农药、抗生素、黄曲霉素检
测）、高内涵筛选系统、多模式微孔板读板仪等在内的多款吸睛产品。广泛应用于解决：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环境
毒理、纳米医药、癌症研究等领域。岛津推出 LCMS-9030 四级杆飞行时间质谱仪，具有高度灵敏（UF 离子累积技术
及 UFgrating 高畅离子技术）、高分辨率（iRefTOF 技术）、高稳定性能（高精度温控单页）等技术优势。Waters、
Eppendorf、德国耶拿等业界大咖亦不甘示弱，共同为现场观众带来可以应用到安全检测、环境检测、药物研发等多
个领域的突破性产品及技术！
安捷伦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大中华区实验室整体服务销售经理胡常亮说道，“我们对此次展会真的很满意，而
且观众质量很高。除了企业的客户外，还有大量的实验室用户来到我们展台。”珀金埃尔默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
司亚太区市场部高级经理刘肖博士表示：“我们非常荣幸能在 analytica China 上推出我们的产品和全新技术。展会首
日，我们的展台就迎来超过 3,000 名专业观众及客户。”Eppendorf 副总裁 Andreas Hochberger 对展会表示充分的
肯定，他说道：“慕尼黑上海分析生化展是一场出色的展览，它让我们与客户保持密切联系，了解他们的需求，跟上
潮流，并为他们开发更好的产品。”艾默生自动化分析与医疗流体和运动控制副总裁 Mike Elsigian 表示：“analytica
China 是一个非常好的展览。我们希望能利用 analytica China 与中国的专家和潜在客户会面。”
除国际知名展商外，国内展商亦对本届展会表示了肯定。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克博士表示：
“在本届展会上我们收获很多，在现场见到了许多来自石油化工、环保、疾控、食品等行业的用户，基本都是实验室
主任级别的，非常好。”天美（中国）科学仪器有限公司总裁付世江亦觉得此次参展效果非常好，他表示：
“analytica China 不仅展商数量多，且类型丰富，不单是偏向仪器类展商，也包括和实验室相关的上下游产品，我们
受益良多。”
推动实验室建设，关注科研生态系统与实验室全生命周期
作为中国乃至亚洲重要的实验室领域专业博览会和展示交流平台，analytica China 2018 另一重点主题——实验
室建设，在展览、会议、展示等多个方面推动实验室规划、建设与可持续性发展以及信息化与智能化的发展趋势，致
力于关心每一位实验室工作者的安全与健康！
本届展会特设的实验室装备与建设主题展区再次得到显著加强，主题展区深入打造实验室全生态系统，更同期举
办中国国际实验室规划、建设与管理大会，邀请海内外知名专家及企业，围绕现代科研实验建筑的设计与规划、智慧
实验室建设与发展、实验室安全与管理等热门主题进行探讨和交流。此外， analytica China 2018 倾情打造的智能化
Live Lab 现场模拟实验室惊艳亮相！Live Lab——制药实验室、Live Lab——食品安全实验室、Live Lab——多元模
块化实验室集合创新论坛与海内外专家演讲，为现场观众呈现了实验室前沿规划、科学配置、先进仪器、正确操作、
方法演示、优化工作流、安全化、自动化、信息化等先进理念与服务。

Waldner 中国区总裁林轶凡先生表示：“今年展区的划分更清晰了，实验室家具企业从仪器生产商中划分出来，
使观众可以快速高效地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使展商可以和用户直接对接，很有效果。”瀚广实验室装备有限公司实
验室设计与建造总裁候海峰说道：“在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和前言科技迅速发展的时期，慕尼黑上海分析生化展融
合前沿科技，给同行、工程公司和设计院以及不同领域的用户搭建了擂台。”山东沃柏斯实验室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学亮先生表示：“在展会期间，我们接待了上万人次的参观，大会活动每天都爆满，我们与主办方一起将实验室建
设的主题在国内推向了高潮，我由衷得感谢主办方为我们提供了这次机会。”
为推动实验室建设，2019 中国国际实验室规划、建设与管理大会（labtech China Congress）将继 analytica
China 2018 之后隆重举办。大会将聚焦实验室规划、实验室建设、智慧实验室，引领未来智能实验室发展，关注科研
生态系统与实验室全生命周期。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特色现场活动及优质服务，不断丰富展会内涵
一直以来，analytica China 都以满足企业和用户之间的供需匹配为首任。今年，展会首次推出的会员计划——
Prime Priority 计划（简称“PP 计划”）获得好评如潮！地铁直刷、全程贵宾、免费午餐、会议专享、定期福利、供
需匹配等，为展会的优质观众和终端用户（即 VIP 用户）提供了多项便利、优质的观展服务，帮助 VIP 观众达成参观
目的、提升观展满意度。
此外，analytica China 2018 推出 8 大特色主题参观路线，涵盖样品前处理技术，食品中农兽药残留及重金属检
测解决方案，基因检测技术，色谱、质谱、光谱，环境空气中 VOCs 监测技术，实验室建设及安全，新品巡礼（2018
年度新品），Road of Fun（现场展台活动），最大程度地满足了不同应用行业的观众参观需求。视频直播、有奖互
动、媒体报道等精彩纷呈，不断丰富展会内涵，提升展会服务！
展会期间，来自生物医药、食品、环境、化学化工、教育科研、三方检测等众多领域的专业买家与用户纷至沓
来，为展会增添了一笔绚丽的色彩。这些优质观众的参观单位包括：上海浦东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南京市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院、浙江省环境监测协会、欧莱雅、第一三共制药、杭州娃哈哈集团、中石化、可口可乐、上海海关、上
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药明康德、上海英格尔检测、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等。
而在众多专业观众当中，上海市浦东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理化科主任詹铭是展会的常客了，他说道：“我是负
责理化检测实验室的，每次都会来参观慕尼黑上海分析生化展。今年的展会在展馆布局、展品、会议等方面都很有新
意。我此次来主要是看实验室建设、实验室仪器、前处理设备等，对好几个展商带来的设备都非常感兴趣。”南京市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河西综合检验部工程师杨洋表示：“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展会，本次参观的目的是比较不同厂家的
设备，以及看行业内的新技术、新应用，很多展商带来的新产品都让我耳目一新。”

高质量同期会议，热点话题前沿趋势全解析
新颖的论题、高质量的演讲、专业的组织......analytica China 的同期会议一直是展会的一大亮点。今年，CEO 圆
桌论坛、上海国际分析化学研讨会，中国国际食品产业发展论坛暨上海中欧国际食品安全研讨会，精准医学：从组学
技术到精准医学、LSAC 生命科技论坛、食品安全快检技术与创新发展论坛，中国国际实验室规划、建设与管理大
会，2018 环境监测与分析技术研讨会，以及十余场系列技术培训班和午餐会等，为 4,605 位来自不同行业领域的现场
听众奉上了 100 余场精彩纷呈、干货十足的专业报告及技术培训班！
展会首日举办的 CEO 圆桌论坛，邀请到安捷伦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实验室解决方案大中华区总经理陈
亮先生，默克化工技术（上海）有限公司、默克生命科学中国董事总经理卫政熹先生（Steve Vermant），珀金埃尔
默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DAS 事业部亚太区副总裁及销售维修业务总经理朱兵博士、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
有限公司中国区总裁艾礼德先生（Tony Acciarito）、天美（中国）科学仪器有限公司总裁付世江先生，以及中国专家
代表清华大学林金明教授等对话嘉宾，并邀请到仪器信息网 CEO 唐海霞女士作为主持嘉宾，与众位企业和专家嘉宾
就“科研生态体系建设—获得未来成功基石”进行了高峰对话，给业界带来全新的视野和启发。
由中国化学会和慕尼黑博览集团共同主办的上海国际分析化学研讨会，以“分析化学——让生命更健康”为主
题，邀请到清华大学林金明和杜伊斯堡-埃森大学 Oliver J. Schmitz 担任会议主席，深入探讨了涵盖新技术与新方法、
药物分析、样品制备、环境和食品领域的分析化学、分离技术和质谱分析的新发展、生物标志分析，侧重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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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海市食品学会与上海市食品安全工作联合
会及德国慕尼黑博览集团共同主办，深度解析新时代中国食品产业的创新与发展。集学术、技术、应用、培训一体的
其余会议及培训班亦精彩纷呈，让参会者学习前沿学术研究的同时，获得各种绝佳实践技巧。
同济大学教授刘东说道：“慕尼黑上海分析生化展是中国实验室建设和仪器行业里水平较高的一个展会，包括展
会同期的论坛、现场活动等，尤其是实验室建设与管理都做得非常好！”上海市食品学会理事长潘迎捷见证了
analytica China 的成长，他表示“这是我第九次参加慕尼黑上海分析生化展了，展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把中国生化
仪器领域与其他行业的结合做得淋漓尽致。中国是食品产业大国，慕尼黑上海分析生化展给全世界的新设备、新技术
提供了展示平台，为传统产业的改造提供了绝佳的提升机会。”
此外，随着展会在科学与实验室技术领域的行业影响力和号召力与日俱增，analytica China 微信公众号正式升级
为亚太实验圈，以期能在展会三天以外的时间里继续发挥平台作用，365 天服务行业，推动业界信息发布与交流、促
进国内外技术与产品交流、增强供需双方的线上与线下互动。同时，亚太实验圈也将作为 Prime Priority 俱乐部与
labtech China Congress 的官方平台，欢迎大家关注！下届慕尼黑上海分析生化展（analytica China）将于 2020 年
11 月 16-18 日在上海举行。更多信息，请浏览展会官网：www.analyticachina.com.cn。

###

analytica China 简介
analytica China 慕尼黑上海分析生化展已经成为亚洲重要的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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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行业在亚洲最具成长性的市场之一——中国。展会每两年在上海浦东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一次。
上海同时是中国的化工和制药产业集散地。观众来自化学、医疗、食品、环境和医药产业，以及工业和政府研究部门
的用户和决策者。更多内容请访问：www.analyticachina.com.cn。
analytica China 慕尼黑上海分析生化展是 analytica 全球网络的一部分。该网络涵盖了 analytica（2020 年 3 月
31 日-4 月 3 日，德国慕尼黑）、analytica China（2020 年 11 月 16-18 日，中国上海）、analytica Anacon India
（2019 年 4 月 16-17 日，印度孟买；2019 年 9 月 19-21 日，印度海德拉巴）、analytica Vietnam（2019 年 4 月 3-5
日，越南胡志明）、analytica Lab Africa（2019 年 7 月 9-11 日，南非约翰内斯堡）。更多以上展会及同期活动信
息，请访问：www.analytica.de。
慕尼黑博览集团简介
慕尼黑博览集团是世界领先的展览公司之一，每年在全球范围内举办 40 余个大型国际博览会，涉及资本产品、
消费品和高新科技三大领域。每年共有 3 万余家参展商和超 200 万名观众齐聚慕尼黑展览中心、慕尼黑国际会议中
心、慕尼黑会展与采购中心参加展会。集团举办的国际展会均获得 FKM 资格认证，即：展商数、观众数和展会面积
均达到展会统计自主监管团体 FKM 的统一标准并通过其独立审核。
此外，慕尼黑博览集团还在亚洲、俄罗斯、中东、南美洲及南非举办各类专业博览会。其业务网络覆盖全球， 不
仅在欧洲和亚洲拥有 12 家子公司，还在全球 90 余个国家和地区设有 60 多个海外业务代表处。同时，慕尼黑博览集
团也在可持续发展领域中扮演着领军者的角色：集团是第一家获得由官方技术认证机构 TÜV SÜD 授予节能证书的展
览公司。更多信息：www.messe-muenche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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