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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生物技术与诊断主题展
生命科学、诊断与生物技术主题展是慕尼黑上海分析生化展
(analytica China) 非常重要的展区之一，涵盖与生命科学相关

2022展馆布局图

的分析技术、实验室技术、生物信息学，以及生物技术服务
等内容，顺应业界对生物技术服务需求的快速增长，面向生
命科学研究、医疗保健、临床医生和药物研发企业打造一站
观众入口

式服务交流平台。同期还将举办国际研讨会和技术培训班，

观众入口

深度解析国内外学术热点和政策标准，探讨全球生物经济和
健康产业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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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

基础学科研究

环境科学

分子生物学

食品科学

基因组学

医疗诊断

生命科学、生物技术与诊断
实验室自动化与数字化

N1

生物技术与研发服务

N4

生命科学、生物技术与诊断

实验室规划、建设与管理
实验室安全
现场实验室

N2

样品前处理及实验室通用设备

分析与质量控制

蛋白质组学

生物制药

细胞生物学

合同研究订制

第三方检测

新药研发

干细胞研究与应用

临床研究与诊断现场实验室

免疫学

生物材料

天然物提取

生物医学应用

实验室设备核心零部件

N5

超级品牌馆
Super Hall

分析与质量控制
国产分析仪器品牌

展示范围
生物技术与生命科学

生物技术及研发服务

诊断

生物技术仪器设备

生物过程工程

分子生物学服务

生物芯片服务

诊断仪器、设备

生化试剂

实验室技术

细胞生物学服务

实验动物服务

诊断试剂／试剂盒

抗体

生物计算与生物信息学

干细胞技术服务

新药研发外包服务

诊断技术

耗材

生物成像系统

诊断耗材

微生物学服务

技术培训

技术服务

免疫学服务

其他

物质、培养

蛋白相关服务

Clinical Lab 临床研究与诊断现场实验室
疫苗与新药研发
药物筛选与分析检测

新型冠状病毒诊断及研究
病原鉴定
临床诊断
核酸检测
疫苗/抗体研发
防控

肿瘤、遗传及传染病
早期筛查与诊断
液体活检技术

观
众
入
口

布局图

研讨会 Forum

企业定制直播间
Customized Live Streaming Area

新药/疫苗研发
Drug/Vaccine R&D

临床研究与诊断现场实验室 Clinical Lab

新冠及其他传染病

COVID-19 & Other Infectious Disease

癌症 / 肿瘤及其他慢性病

PP贵宾接待区
Prime Priority Lounge

Cancer/Tumour & Other Chronic Disease

* 如有变动，以实际场馆信息为准。

上届临床诊断研究解决方案合作伙伴

上届现场模拟实验室合作伙伴

*以上排序不分先后

展区优势

观众决策力分析

现场实验室特色

• 场景演示与互动区
• 动态产品展示，体验式应用领域解决方案
• 展商低投入、高收益的新型展现形式

91%

涉及采购或决策

展商服务

• 定制买家团专属参观路线，专人引导
• 展馆核心区域统一搭建，省时省力
• 现场公共洽谈区免费使用
• 展前现场实验室整体宣传

41% 为决策者提供评估信
息或推荐

29% 指定具体型号或需求
21% 最终决策和审批

观众参观目的
把握总体市场走向

增值服务

65%

•
• 广告、新闻稿、采访及 E-news 全方位推广
• 展中全程买家团贸易配对
• 现场舞台区新品发布会及技术发布机会
行业媒体及多平台深度合作

寻觅新产品

45%
建立新的业务关系

43%
为将来商业交易做准备

42%
在展会上开展业务

40%
了解竞争

37%
维持现有业务关系

34%
深化专业知识

30%
参加同期活动

26%

展商&观众寄语

我们认为慕尼黑上海分析生化展是一个特别适合我们的展示平台，是
与其他行业进行学习和交流的好机会。在疫情的影响下，参观人数也
没有受太大的影响非常难得，期待慕尼黑上海分析生化展能够越做越
好，吸引更多专业领域的优质客户。
王飚，因美纳，大中华区市场总监

慕尼黑上海分析生化展是专业性很强的科研展示平台，很欣喜地看到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能够来参加展会，并且带来代表中国科研和生产
水平的创新技术和产品。希望慕尼黑上海分析生化展越办越好，中国
科研越来越强。
杨扬，上海中医药大学，青年科学家工作坊实验室主任

历届同期活动：
直击热点前沿，彰显行业风向
高质量研讨会和培训班，产学研完美结合
▍主题一：生物制药创新研发
●

首届中国医药质量经理人年会

主办单位： 蒲公英、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主要议题： 医药产业2020政策法规盘点
集团化药企质量体系构建与管理模式
●

国际生物医药质量分析研讨会

主办单位：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主要议题： 国际生物医药质量标准与质量控制要求
国内生物医药质量研究进展与展望

▍主题三：细胞/肿瘤/基因与临床
●

上海国际分析化学研讨会

主办单位： 中国化学会、慕尼黑博览集团
主要议题： 分析化学——未来下一代细胞分析、分离技术
与质谱分析、分析化学新技术、精准医学
●

LSAC生命科技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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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二：抗击病毒与疫苗研发
●

戴纳/集成式核酸检测实验室

主办单位： 北京戴纳实验科技有限公司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

新型冠状病毒临床诊断及研究论坛

●

疫情下新药和疫苗研发进展和创新技术论坛

主办单位： 中国遗传学会遗传诊断分会
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基因检测技术分会
长三角一体化基因检测联盟
转化医学网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

第五届生物标志物研究与临床应用研讨会

主办单位： 上海市生物医药行业协会、上海市生物工程学会
承办单位： 上海伯豪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主要议题： 单细胞多组学技术进展与临床应用、宏基因组测
序技术（mNGS）在临床研究中的进展与应用
●

肿瘤临床及转化新技术论坛

主办单位： 上海生物工程学会转化医学专委会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历届参展企业（部分）

*以上排序不分先后

上届部分参观企业
制药行业…………………研究机构…………………医疗机构…………………检验检疫中心…………………高等院校…………………CRO
拜耳医药·海军军医大学·苏州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斯贝福（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养生堂·原能细胞科技集团·上海药明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Brooks Life Science·药明奥测·艾伯维医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上海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南京贝登医疗股份有限
公司·华东理工大学·无锡药明生物·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星童医疗·VWR·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国药试剂·无锡药
明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泽瑞生物医药·上海高科联合生物技术研发有限公司·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荆州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美的生物医疗公司·山东天力药业有限公司·赛普生物·帛龙生物·宁波普瑞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金秀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申德医院·日照市市场监管检验检测中心·杭州大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华大基因·勒菲生物·品生医学·铂尚生物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美国药典委员会中华区总部·Logan Biotechnology corp.·贝欧生物·英赛特·南京贝登·康宁生命科学·茂名海关·河南药道实业有限公司
·昭衍苏州新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上海细胞治疗集团·Peak·TOOLOTS Inc·JP contagi·上海安赛瑞实业有限公司·武汉中科先进技术研
究院·天津擎科生物·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凯乐思文具有限公司·福州科比生物有限公司·金唯智·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慕柏生物·上海市血液中心·太仓星药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大学·BIODOT INC·上海上药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北京拜尔迪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常州药物研究所·兰考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3M中国有限公司·吉凯基因·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郑州斑
马鱼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宁波研究院·新疆满都拉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实龙创·大赛璐药物手性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复旦大学药学
院·上海中医药大学·山东农业大学·Hematogenix Laboratory Service·上海科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长江国弘·美药星（南京）制药
有限公司·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公司·苏州金唯智·中生方政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吉凯基因股份·江苏致准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原能细胞医学技术有限公司·金开瑞生物·生工生物·君实生物
·明捷医药·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上海百迈博制药有限公司
·海门市世耀塑料制品厂·上海泽生制药有限公司·中科院上海
计算生物学研究所·诺安实力可商品检验（上海）有限公司·常
州恒邦药业有限公司·金博仕生物（苏州）有限公司·苏州
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中心·西格玛奥德里奇·上海雅酶
生物·上海馥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同济大学医学院
·上海陶素生化·南通大学·上海雀巢饮用水有限公
司·Henkel(China)Company Ltd.·上海复宏汉霖
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上海生物芯片有限公司·索
勤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津熙医学检验实
验室有限公司·上海碧云天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BGI Institute for Life Sciences·青
岛扶桑精制加工有限公司·擎科生物·
上海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天长市秋仪
玻璃制品厂·苏州博特龙免疫技术有
限公司·北京君诺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科汇科仪·上海麦赫·成都倍特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宁酷·青岛普天
·天津市杰尔正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合全药物研发有限公司·量准上海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梯希爱（上海）
化成工业发展有限公司·郑州德析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仁普苏州药业·大连
信江化学·苏州维塔力·新发药业·
AMETEK·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臻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津太平洋化学制药有限公司·浦东
新区检验检测认证行业协会·上海源豪
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上海真仁堂药业有
限公司·江苏聚源医疗技术有限公司·南京
华鼎纳米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博纳新
材料有限公司·上海优宁维生物·上海西递实业有
限公司·上海新亚药业闵行有限公司·上海黄海
制药有限责任公司·苏州百拓生物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景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天津医科大学·乐普生物
·会联云展·上海恒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中国广州分析测
试中心（广东省测试分析研究所）·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
·TECHNOLOGY·药明康德·江苏先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上
海丽珠制药有限公司·美药典中华区总部·霍尼韦尔·远大医药
（中国）·南通市九励发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奇贝德·上海言泰·浙江昂利泰制药有限公司·上凯创投·远
大医药·昭衍(苏州)新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上海欧萨环境检测有限公司·苏州阿米云知识产权有限公司·上海达卫师认证有限公司苏州分公
司·上海艺佳生物·Polaris Biology·上海复宏汉霖·北京邦菲生物·珠海艾谱瑞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上海际研生物医药开发有限公司·上海
健康医学院·美国药典会大中华区·协和发酵麒麟（中国）制药有限公司·信达生物·上海通用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苏州迈斯特细胞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恩福(上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东阳阳光·杭州专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复旦大学·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应用技术大
学·和铂医药·北京泛博生物化学有限公司·上海鼎晶生物·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宏韧生物·宸安生物·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上
海创诺制药有限公司·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Honeywell·诺安实力克商品检验（上海）有限公司·华道(上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杭州远大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上海上药中西制药有限公司·南通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中心·滨州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上海东方医院·
杭州中美华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齐鲁制药有限公司·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微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勃林格殷格翰生物药业(中国)有限公司·巴塞利亚药业中国有限公司·山东齐发药业有限公司·上海药明康德新
药研发有限公司·上海绿谷制药有限公司·礼来动保·上海上药信谊药厂有限公司制造总厂·天士力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华东医药·正大
制药·上药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卫生部北京医院·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中科院上海临床中心·上海市浦
东新区人民医院·深圳南山人民医院·瑞金医院·盛京医院·上海市东方医院·上海申东医院·仁济医院·一妇婴·上海药明康德医学检验所
·保吉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血液中心·上海达安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上海九院黄浦分院
·上海思路迪医学检验所·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深圳百诺医学检验实验室·郑州大学人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
医院·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之江医学检验所·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联系方式
慕尼黑博览集团
中国上海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788-1800号
陆家嘴金控广场T1塔楼11层
邮编：200122
电话：+86-21-2020 5500*685
传真：+86-21-2020 5688
邮箱：vivi.feng@mm-sh.com
网址：www.analyticach.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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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箱：ken.xu@mm-sh.com
网址：www.analyticach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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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室
邮编：518048
电话：+86-755-2337 3550
传真：+86-755-2337 3564
邮箱：sz@mm-sh.com
网址：www.analyticachina.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