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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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功地举办了十八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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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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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EIA 展览会也是展示中国科学仪器创新成果的重要窗口，在
BCEIA2019 展会同期举办了“第三届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暨地方科学
仪器开发专项成果展”，首次展出太赫兹光谱仪、首台量子钻石单自旋谱仪等仪器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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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第十八届 BCEIA 共评选出 180 项，获奖单位 170 个，在国内
分析测试仪器领域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第十九届北京分析测试学术报告会暨展览会（BCEIA 2021）
将于2021年9月27-29日，
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天竺新馆）举办，

热忱欢迎国内外的仪器企业参展、参会！

·

北京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New China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er, Beijing

天竺新馆

展位销售执行优位优价，国内外同价
2020年8月1日 正式招展
2020年12月31日 优惠期截止时间

主要展区

展示面积：53000㎡
展位数量：1800个展位

北入口

分析仪器、试剂耗材、关键零部件等
京密

质谱、光谱、色谱、波谱、电化学、电子光学等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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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入口

食药安全及环境保护综合展区

新国展站
新国展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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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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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陆 大厅

南入口

嘉
园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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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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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密

会议室

化工与材料科学综合展区

裕 翔 路

学术报告会

展览会
展品范围 全 球 分 析 科 学 与 生 化 技 术 博 览
分析仪器
电子光学仪器

生命科学仪器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

质谱仪器

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X射线仪器

大地测量仪器

光谱仪器

光电测量仪器

色谱仪器

声学振动仪器

波谱仪器

颗粒度测量仪器

电化学仪器

探伤仪器

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其他

热分析仪器

试剂

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生化试剂

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通用试剂

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诊断试剂

其他

高纯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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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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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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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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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活动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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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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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费提供参观门票（参观邀请）
各类信息的发布及企业宣传服务
移动客户端独立客服平台

精彩回顾
“第十八届北京分析测试学术报告会暨展览会（BCEIA 2019）”于
2019 年 10 月 23-26 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圆满谢幕。来自 22
个国家和两个地区注册参会观众 28650 人，视频直播观看高水平
的学术报告近 1000 场，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通过视频、图文
等网络平台，国内外在线观众实际访问量达 17.2 万人次。
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德国、瑞士、
英国、比利时、法国等国家和两个地区的 4400 余名专家、学者参会
。参会学者中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
、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就有 20 余名。会场
展出的新产品、新技术有 3000 多项，其中融入了人工智能、物联网
、量子科技等前沿技术的分析测试仪器设备，反映出当前全球科学
仪器发展的趋势，受到现场观众热切关注与赞赏。

观众所属单位的主要类别

观众从事行业或领域
研发生产
制药/药检（药物生产/医药研发）
环境（大气/水/土壤/海洋)

生产企业

14.52%

医疗卫生 （医院/疾控中心/生命科学）

（化工、制药、食品、农林牧渔、环保、能源石化等）

化工/石化

仪器经销商

食品与农产品
电子测量仪器/电器（电子/电器制造/半导体/家电）
其他领域研究或制造(建筑/金融/软件/通信）
检验检疫（商检/质检/工商）

院校 / 科研单位
43.70%

21.98%

材料(新材料、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

专业协会

第三方检测

媒体 / 出版商

4%
5.0

能源(发电/煤炭/生物燃料/太阳能电池/锂电池)
机械制造（车辆/机械）

10.96%

地矿（地质/矿产）
公/检/法物证分析检测

政府部门 / 事业单位 ( 公共卫生服务 )

1.00%

1.47%
1.33%

检测机构 / 技术服务
其他

海 能 仪 器

重点专业观众来自
高校系统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美国普渡大学、美国麻省理工
学院、美国加州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中医药大
学、首都医科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南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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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检科院、军事医学
科学院、中国计量院、中国水科院、中国疾控中心、中国环科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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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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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等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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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儿童医院等、北京安贞医
院、北京朝阳医院等 48 家医疗机构。

企业

国药集团、万华化学集团、伊利集团、中粮集团、北京自来水、东方
园林环保集团、三元集团、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北京城市排水
集团、同仁堂、资生堂、华夏幸福基业、宝洁、江中集团、燕京啤酒厂、
好丽友食品、齐鲁制药、奇正藏药、京城环保、九龙制药、君乐宝、纳
爱斯集团、中科合成油、晨光生物、安徽中正药业、天津药明康德等
158 家仪器使用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