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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食品安全装备与技术主题展
上海国际食品安全装备与技术主题展以慕尼黑上海分析生化

同期举办

展（analytica China）为基础，将重点围绕食品安全系统解

2002年首次登陆中国，analytica China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亚洲

决方案、分析检测设备与技术、食品安全控制技术、以及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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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成果项目展示等主题，旨在为政府部门及科研机构、大中

和网络平台。每两年举办一次，上届展会已于2016年10月12日

型食品生产企业、贸易经销、以及社区等行业用户提供最

完美谢幕，展示面积达35,000平米，云集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

新、最前沿的食品安全全面解决方案。展会同期还将举办中

地区的848家参展商，吸引了24,582名专业观众。

国国际食品安全高峰论坛，从技术及管理两方面深入服务行

同期举办的analytica China国际研讨会也是业内人士关注的

业用户。上海国际食品安全装备与技术主题展每两年举办一

焦点，其聚焦行业发展，是科学和行业技术相互传递的理想

次， 上届展会于2016年10月10-12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平台。

慕尼黑上海分析生化展

成功举办。

主办单位:
展示规模：

10,000
平方米

专业观众数目：

20,000
人

支持单位:

• 慕尼黑博览集团
• 上海市食品学会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
• 上海市食品协会
• 上海市食品安全工作联合会

展示范围
食品安全分析检测设备与技术

食品安全控制技术

食品安全同期活动

• 分析检测仪器

• 追溯系统

• 上海国际食品安全研讨会
• 食品安全系列培训班
• 食品安全标准实验室建设
• 食品安全日主题活动

微生物检测、毒素检测、动物疫病类

数据采集、条码打印、RFID技术、传

检测、农药、 兽药残留检测、重金

感器、扫描喷码、射频技术、自动识别、

属检测、转基因食品检测、添加剂及

移动终端、软件、第三方服务平台

非食用物质添加检测、其他

• 快速、移动检测技术
• 试剂、耗材
• 实验室设备
• 第三方检测认证服务

• 咨询服务
• 温湿度监测系统
• 冷链物流
冷冻加工设备、冷冻贮藏装备、冷藏
运输、配送系统

• 包装：包装材料、喷码技术
• 消毒灭菌设备

七大参展理由

展商感言

组织方实力雄厚
亚太区16年专注食品安全领域，历史悠久，规模庞大

强强联合

今年的analytica China展示内容非常丰富，很多展商都带来了今

来自政府和行业协会权威机构强力支持

年最佳的产品和最新的解决方案。展会同期的中欧食品安全研讨

最专业、最具实力的买家团体
来自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近2万名海内外食品及相关行业的优质买家

会办得也非常不错，给参会者带来了很多新的理念，讨论了中国
食品安全最新的状况和新的技术解决方案，对行业发展起到了很
好的促进。
杨冬岚，市场与传播部总监

高质量的同期活动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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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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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及长三角地区为中国食品、饮料的生产、消费和出口中心，产业
集中优势巨大

“双展”联盟，共襄盛举
与慕尼黑上海分析生化展的同期举办，将为参展企业以及食品行业的
用户献上一场超级盛宴

主要展商

我们选择慕尼黑上海分析生化展进行新产品发布，因为analytica
China在行业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已是中国行业内最高级别的
分析仪器盛会，每天有很多客户来参观，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
的机会去推广我们的新产品。
朱兵博士，环境健康事业部中国区总经理
珀金埃尔默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为何参观
提供食品安全系统解决方案
为行业用户提供从田间到餐桌的食品安全系统解决方案

引领行业领先技术
汇聚国内外食品安全检测与控制领先品牌与技术

行业交流平台
展会同期举办多种活动，如学术会议、培训班和现场实验室等，便利展商和观众互
动和交流

观众评语

谁来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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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与食品安全工程师，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康师傅非常在意食品安全，我们自己也有食品检测的实验室，对实验室的新技术新设备都非
常感兴趣，想借展会加强我们在这方面的能力。今年很高兴看到微生物和生化方面的展商增
多了，这部分对于中国食品安全是重点，这是一个好现象，也是我感兴趣的。而且今年国内
展商数量增多，质量都很好，代表我们国内的技术可以跟国外的技术进行抗衡。
章启鹏，食品安全部门总监，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

我觉得这个展会非常好，不仅是产品展示的良好平台，而且通过论坛的形式研究社会热点问
题，提高了展会的内涵。今年的论坛观众反应很热烈，效果非常的好。我们的很多研讨会是学
术研讨会，观众通过论坛，通过专家的解读更加细化，不仅了解到技术，更对大背景和前景有
深入了解，特别是食品安全方面。技术论坛让展商和观众更加了解食品技术的背景和趋势。
潘迎捷，理事长，上海市食品学会、原上海大学校长

政府部门及科研机构

• 检验检疫中心
• 公共卫生监督机构
•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 产品质量监督检测机构
• 食品药品检验所
•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国家食品安全重点实验室
• 科研院所、高校
大中型食品生产企业

• 乳制品及婴幼儿奶粉类
• 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类
• 饮料及酒水类
• 淀粉及淀粉制品类
• 水产加工品类
• 保健食品类
• 调味品及配料类
• 方便食品类
• 糕点食品类
• 肉及肉制品类
• 综合食品类
其他

• 第三方检测机构
• 相关行业协会、学会
• 行业媒体
• 贸易和经销商
• 食品物流和分销
• 社区

往届同期活动回顾
2016上海中欧国际食品安全研讨会

第八届上海国际分析化学研讨会

研讨会主要包括峰会、大会专题报告及成果展示等形式进行交

会议围绕“分析化学——让生活更安全”这一主题展开深入探

流，来自欧洲和中国的专家、教授为广大食品安全相关工作者

讨。会议特设“食品安全和环境领域的分析化学”专题，来自

讲授了国内外最新食品安全法规的分析与比较，以及这个大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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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下国内外食品安全检测技术和监控体系的新发展，是一次与

各项议题展开讨论。

会者与国内外最优秀的科研及实践工作者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
进行交流的难得机会。

主办单位：中国化学会

慕尼黑博览集团

协办单位：清华大学分析中心
主办单位：上海市食品学会

慕尼黑博览集团

协办单位：上海市食品安全工作联合会 上海市食品协会
支持单位：上海海洋大学

报告数： 35场

到场人数： 797位

上海市食品研究所

会议主题：食品安全法规与检测控制技术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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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开幕暨峰会报告

•
•中欧食品安全法规、标准/监管和控制/风险控制的分析与比较
我国食品安全新法规的实施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报告数： 6场

到场人数： 223位

大会专题报告

•液态食品生产与质量控制技术
•食品中微生物及毒素的检测技术
•食品中农兽药残留及重金属检测技术
•“互联网＋”时代食品安全监控技术的发展
报告数： 18场

到场人数： 543位

2016样品前处理前沿技术论坛
主办单位：《实验与分析》杂志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报告数： 4场

到场人数： 205位

系列培训班
基于质谱学的食品分析新方法——定向
蛋白质组学和高分辨MS、MS3

系列培训班
不溶解样品的自动提取——顶空固相微萃取、
热萃取、高温分解

到场人数： 80位

到场人数： 127位

2016年部分参观企业
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广州蒸烩煮食品有限公司·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正大集团·北京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食品安全与卫生监督
局·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天津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中粮集团·湖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技术中心·北
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技术中心·北京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上海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疾控中
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制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疾控中心中心实验室·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江苏南通粮油监管中
心·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普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食品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市食品药品
监督所·旺旺集团·哈尔滨市兽药饲料监察所·临沂新程金锣肉制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山东省鑫盛农副食品有限
公司·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嘉兴年代速冻食品有限公司·常州进出口工业及消费品安全检测中心·上海清美食品公司·国家乳
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燕京·五粮液·红牛·好快活现代饮品·中粮东海粮油工业（张家港）有限公司·卢湾区标准计量协会·英联
食品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国水产科研究院质量与标准研究中心·帝斯曼（中国）有限公司·常州市药品检验所·上海东锦食品集团有
限公司·上海酒检中心·统一企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南京市食品检验所·来伊份·上海质检院食化所·百味林·上海食品药品包
装材料测试所·力智高（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安徽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贝亲母婴用品（上海）有限公司·杭州茶叶所·家乐
福·杭州食品药品研究院·沃尔玛·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所·上海
速冻食品有限公司·六安市食品药品检验所·中国检验认证集
务有限公司·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通标标准技术服务
院·中国农业大学·上海晋园检测服务检测有限公司
国信润达分析测试中心·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牧仙神牛食品发展有限公司·合肥市食品药品检验中心·嘉兴年代
团上海公司·上海市粮食科学研究所·上海天祥质量技术服
（上海）有限公司·上海海洋大学·雀巢食品安全研究
·浙江大学·华测检测·上海应用技术学院·甘肃
市酒类产品质量检验中心·江南大学·苏州

市自来水有限公司·上海市粮食科学研

究所·上海绿捷快餐食品有限公司·东

海水产研究所·广东纳宝食品有限公司

·江苏省海洋水产研究所·上海太太乐

福赐特食品有限公司·上海理工大学·上海牡

丹香精香料有限公司·山西省分析科

学研究院·曼氏（上海）香精香料有限

公司·上海中医药大学·奇华顿香精

香料上海有限公司·多美滋婴幼儿食品有

限公司·德乐食品饮品配料公司·光

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德之馨（上海）有

限公司·杭州味全生技食品有限公司

·长谷川香料（上海） 有限公司·雅培/

雅培（嘉兴）营养品有限公司·苏州

市佳禾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内蒙古蒙牛乳业
限公司·明治乳业（苏州）有限公司·统一·上海
司·中粮集团·厦门市银鹭食品有限公司·丰益（上海）
责任公司·上海嘉里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用磨坊中国投资有
润久食品有限公司·烟台新时代健康产业有限公
生物技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云南猫哆哩集团食品有限
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良友（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亿滋食品·上海粮油仓储有限公司·贵州茅台酒厂集团·可口可乐·哇哈哈·三得利（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雀巢食品安全研究院·
四川省泸州造酒厂·西藏藏稞食品有限公司·上海麒麟食品有限公司·杭州水祥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长春大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太平洋恩利食品有限公司·杭州普罗星淀粉有限公司·安利（中国）研
发中心·杭州茶叶所·家乐福·杭州食品药品研究院·沃尔玛·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所·上海牧仙神牛食品发展有限公司·合肥市食品
药品检验中心·嘉兴年代速冻食品有限公司·六安市食品药品检验所·中国检验认证集团上海公司·上海市粮食科学研究所·上海天祥
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上海海洋大学·雀巢食品安全研究院·中国农业
大学·上海晋园检测服务检测有限公司·浙江大学·华测检测·上海应用技术学院·甘肃国信润达分析测试中心·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市酒类产品质量检验中心·江南大学·苏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上海市粮食科学研究所·上海绿捷快餐食品有限公司·东海水产研究所
·广东纳宝食品有限公司·江苏省海洋水产研究所·上海太太乐福赐特食品有限公司·上海理工大学·上海牡丹香精香料有限公司·山西
省分析科学研究院·曼氏（上海）香精香料有限公司·上海中医药大学·奇华顿香精香料上海有限公司·多美滋婴幼儿食品有限公司·德
乐食品饮品配料公司·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德之馨（上海）有限公司·杭州味全生技食品有限公司·长谷川香料（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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