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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BCEIA 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术报告会始终面向世界科技前沿，会议

形式多样，包括著名学者云集的大会报告会、电子显微学及材料科学、质谱

学、光谱学、色谱学、磁共振波谱学、电分析化学、生命科学中的分析技术、

环境分析、化学计量与标准物质以及标记免疫分析等 10 个学术分会报告

会、专题论坛、墙报、以及更多应用技术交流会等

为促进我国分析测试仪器技术的发展和水平的提高，鼓励创新，推动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分析测试仪器产业化和市场化，大会设立了“北京分

析测试学术报告会暨展览会仪器奖”（BCEIA 金奖），以奖励对我国在分析测

试仪器创新发展做出贡献的开发和研制生产单位。BCEIA 金奖每两年评选

一次，从 1989 年第三届 BCEIA 开始至 2021 年第十九届 BCEIA 共评选出

191 项，获奖单位 183 个，在国内分析测试仪器领域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第二十届北京分析测试学术报告会暨展览会（BCEIA 2023）

将于2023年9月6-8日，

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

热忱欢迎国内外的仪器企业参展、参会！

北京分析测试学术报告会暨展览会 (简称“BCEIA”)，于 1985 年经

国务院批准，由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成功举办了第一

届，是我国首次举办的分析测试领域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和展览会。

BCEIA 由学术报告会和展览会两部分组成，每两年举办一次，已成功地

举办了十九届，在促进国际间的科学技术交流，推动我国分析测试科学

和仪器制造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BCEIA 展览会作为展示国际新技术、新仪器、新设备的窗口一直以来

受到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科技人员的关注，近年历届展会所展示的新

仪器、新设备均超过 3000 余台，展品包括分析仪器、生命科学仪器、实验

室器材、试剂、软件和分析测试服务等。围绕生命、健康、绿色、生态、可持

续发展等先进的理念，国际知名仪器企业不断推出高端产品，以更高的

分辨率和灵敏度、更低的检出限满足不同行业的检测需求，特别是结合

当前热点研究方向，展示了环境中微塑料分析检测、光伏新能源材料研

究、疫苗研发质控等相关产品及解决方案。BCEIA 是展示中国科学仪器创

新成果的重要窗口，回顾 BCEIA2021 展览会，国产科学仪器在中高端产

品领域也有所突破，在单分子、单细胞、单颗粒分析方面发力的同时，拓

展了半导体、新冠病毒等微生物检测的应用领域，同时仪器的智能化程

度也较过去提升了不少，部分通用分析仪器还应用了人工智能、物联网、

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参展商以先进的分析测试理念、产品和技术、解决方

案和观众进行面对面交流。

全 球 分 析 科 学 与 生 化 技 术 博 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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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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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信息
BCEIA标准展位面积3x3(㎡)，带有招牌版、展架、展板。
展位内提供一张询问台、两把折椅，并配有六盏照明灯光及
5A/220V（功率500W）电源插座

展位销售执行优位优价，国内外同价
2022年12月31日 优惠期截止时间

主要展区
分析仪器、试剂耗材、关键零部件等
质谱、光谱、色谱、波谱、电化学、电子光学等

特色展区
生命科学展区
蛋白质研究、细胞与微生物、
体外诊断等生命科学分析检测技术与解决方案

食药安全及环境保护综合展区
大气、水污染检测、重金属检测、真菌毒素测定、
农药兽药残留等分析技术与解决方案

化工与材料科学综合展区
石油及化工原料、塑料、半导体结构和元素、
石墨烯等分析技术与检测方案

实验室常用设备与服务展区
前处理、生化及理化实验室配套设备
与实验室基础建设等解决方案

New China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er, Beijing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顺义馆

展示面积：53400㎡
展位数量：1800个展位

W1 - E1 - E2 - E3



展品范围

展览会2023 2023学术报告会

同期活动

大会报告 
10位国内外知名学者分享国际前沿新技术、新方法、新成果

10个专业领域分会报告
A、电子显微镜及材料科学

B、质谱学

C、光谱学

D、色谱学

E、磁共振波谱学

F、电分析化学

G、生命科学中的分析技术

H、环境分析

I、化学计量与标准物质 

J、标记免疫分析技术

专题论坛及同期技术交流会

免费服务
BCEIA直通车：

高校、研究所、团体观众、酒店与场馆间免费摆渡车

免费赠送会刊

免费寄送观众胸牌及参观邀请

免费发布各类信息及企业宣传服务

免费注册仪器汇APP

及移动客户端独立客服平台/BCEIA官方微信服务平台

全球分析科学与生化技术博览
BCEIA学术报告会汇聚了国内外行业内顶尖的科学
家及学术带头人，来自国际知名研究机构的专家针对
学科关注度最高的技术及应用进行研讨和交流。

2023 BCEIA金奖
北京分析测试学术报告会暨展览会仪器奖

优秀报展奖
北京分析测试学术报告会暨展览会优秀报展奖

BCEIA展商新产品发布会、新技术交流会

2023

2023

分析仪器
电子光学仪器

质谱仪器

X射线仪器

光谱仪器

色谱仪器

波谱仪器

电化学仪器

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热分析仪器

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其他

实验室设备及管理信息系统
标样及标准物质
计量仪器
地球探测仪器
天文仪器
特种检测仪器
其他仪器

生命科学仪器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
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大地测量仪器

光电测量仪器

声学振动仪器

颗粒度测量仪器

探伤仪器

其他

试剂
生化试剂

通用试剂

诊断试剂

高纯试剂

其他试剂

耗材及关键部件
电子测量仪器
海洋仪器
大气探测仪器
核仪器
工艺实验设备



第十九届北京分析测试学术报告会暨展览会（BCEIA2021）在北京中

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盛大举行。在疫情、场地等多重不利因素影响下，展会依

然取得了圆满成功，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参会专业观众人数达到 33938 人，

同比增加 20%。科技部副秘书长贺德方等领导同志亲临参观指导，中央电视

台、《中国日报》、人民网等国家重量级媒体对会议的盛况进行了宣传报道。

BCEIA2021 展览会定位为全球分析科学与生化技术博览，展品涵盖分

析仪器、生命科学仪器、物性测试仪器、试剂、实验室设备及管理系统、耗材及

关键部件、标样及标准物质等世界前沿的实验室仪器及技术。展馆面积达到

53400 ㎡ , 共吸引国内外 716 家生产、制造企业参展。

为期 3 天的 BCEIA2021 学术报告会开展高水平的学术报告 627 场

次，仅学术会议区高峰时段就有 3760 人参会。展出墙报 327 篇，评选优秀

报展 29 篇。参会学者中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

士、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美国

医学与生物工程院院士为代表的中外院士达 22 名之多。此外，还有包括英

国皇家化学会会士、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等众多知名专

家学者。

疫情的不确定性致国际交流受阻，受疫情影响的部分国内省份人员无法

亲临现场，但观众对 BCEIA 的热情不减，本届 BCEIA 联合行业内 22 家知

名媒体进行了会前、会中和会后的线上线下宣传报道，并制作了《BCEIA 系

列专访》及《聚焦·盛会》网络直播节目，展期内有多场热门专题论坛采用了网

络直播手段，使未到场观众也能参与到 BCEIA 的高水平学术交流中，网络

专题节目受到极大的关注。

观众所属地区分布2021

观众从事行业或领域2021

观众所属单位的性质2021

研发生产

科研

药品检验

环境

医疗卫生（医院 / 疾控 / 生命科学）

检验检疫（商检 / 质检 / 工商）

化工 / 石化

食品 / 农产品

电子测量 / 电器制造 / 半导体 / 家电

材料（新材料 / 金属材料 / 非金属材料）

第三方检测

能源（发电 /煤炭 /生物燃料太阳能电池 /锂电池）

机械制造（车辆 / 工程机械等）

地矿

公 / 检 / 法物证分析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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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

    0.66%

     1.22%

                     7.12%

              4.34%

生产制造业(化工/制药/食品/农林牧渔/环保/能源石化等)

经销商

院校 / 科研单位

政府部门 / 事业单位

专业协会

媒体 / 出版商

技术服务 / 咨询

其他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34%

                          30%

                          11%

            15%

                     6%

                                              4%

网络直播参会观众单位所属性质

7.04%

58.08%

13.78%

6.01%

3.9%

7.39%

3.8%

华南

西南

西北

华中
华东

华北

东北

制药                                28%
环境                                 15%
食品 / 农产品                   31%
生命科学                         11%
电子 / 材料                         7%
能源 / 石油 / 化工               5%
其他                                   3%

网络参会观众领域
高校、科研院所

企业研发实验室

政府检测实验室

第三方检测 / 认证实验室

企业 QA/QC 实验室

其他

2021 精彩回顾



重点专业观众来自
高校系统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方工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石油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人民公

安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首都医科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厦门大学、浙江

大学、南京大学、湖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大学、

东北大学、吉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 178 所高校。

科研院所 
中国科学院下属科研院所、中国医学科学院下属科研院所、军事医学科学

院下属科研院所、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中国地

质科学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中国原子能科学研

究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肉类食品综

合研究中心、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公安

部物证鉴定中心、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天津市食品安全检测技术研

究院、上海环境监测中心、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辽宁

省分析科学研究院、四川省分析测试服务中心、浙江省计量院、河北省分析

测试研究中心、河北省农业环境保护监测总站、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

院等 191 家科研院所。

医疗系统 
军队医疗系统（301、305、306、空总）、协和医院、友谊医院、北京医院、北

京大学医学部、中日友好医院、北医三院、北京儿童医院等、北京安贞医院、

北京朝阳医院等 55 家医疗机构。

企业 
国药集团、国检集团、华测集团、航天科工集团、中粮集团、首钢集团、万华

化学集团、伊利集团、华大基因、北京自来水、农夫山泉、东方园林环保集

团、三元集团、北京排水集团、同仁堂、燕山石化、资生堂、美巢集团、华夏

幸福基业、宝洁、江中集团、燕京啤酒、LG 化学、好丽友食品、蒙牛乳业、

双鹤药业、江中集团、药明康德、华北制药、齐鲁制药、奇正藏药、京城环

保、九安医疗、君乐宝、九芝堂、纳爱斯集团、中科合成油、晨光生物等 183

家仪器使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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