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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邀：生物工程、细胞工程、基因工程、微
生物、食品、食品添加剂、酒、饮料、乳制品、
动植物提取物、医药、生物饲料、生物肥料、
生物农药、高校与科研机构等行业人士参观、
参会

生物技术  融合·助力  发酵产业



我国生物发酵产业经过不断发展,现已成为世界生物发酵产业大国,

近年来，生物发酵产业涉及的领域逐步扩大，包括有机酸、氨基酸、淀

粉糖、酶制剂、酵母、多元醇、多功能生物制品等。

持续的科技金波与科技创新使生物发酵产业在各产业中的地位不断

巩固提升。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食品工业

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饲料、医药、生物农药、生物肥料、能源等提供

了有力支撑，同时延伸了农产品加工产业链，提高了农产品附加值，生

物发酵产业为媒介的产业链还在不断延伸，持续凸显多方共赢的价值。

为何选择BIO CHINA 2020
Why Choose BIO CHINA 2020

参观·采购
Visit and purchase

诚邀：生物工程、细胞工程、基因工程、微
生物、食品、食品添加剂、酒、饮料、乳制品、
动植物提取物、医药、生物饲料、生物肥料、
生物农药、高校与科研机构等行业人士参观、
参会

BIO CHINA 2020
全方位覆盖

食品、酒
饮料

生物饲料
功能性原料

生物肥料
生物农药

微生物
生物制药

细胞与
基因工程

生物技术
与工程

医药、原料药

邀约覆盖城市2020预计观众规模

团体观众

人4200

大学院校群体

人3600

活动/论坛代表

人12,000

专业观众

人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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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发酵产业创新转型，多元布局迎接产业蓝海

BIO CHINA 目前已成为生物发酵产业一年一度行业盛会！ 展会围绕生物

工程、细胞工程、基因工程、微生物、医药、食品、食品添加剂、酒.饮料、生

物饲料、生物肥料、生物农药等产业化中的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新装备

为主要展示内容，打造集“展示、商贸、学习、交流”为一体的“全产业覆盖、全

行业领先”专业综合服务平台！形式多样的配套会议及活动，买家配对会、研讨

会、展示秀、探索之旅、评选颁奖，打造高精度国际化的生物发酵生态圈；

BIO CHINA 2020，将以40,000平方展示面积， 450家生物发酵行业展

商、200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药展商同台竞技，共享超过40,000专业观众，有

效提升行业品牌知名度和经济效益，为生物技术产业创新发展助力，迎接生物

产业蓝海。



淀粉及淀粉糖

淀粉、淀粉糖类：各类淀粉、变性淀粉、淀粉糖、多元醇等产品及其衍生物。

2

酶制剂专区

淀粉酶、糖化酶、蛋白酶、纤维素酶、异淀粉酶、异构酶、β—萄聚糖酶、植酸酶、木聚糖酶等。

3

酵母及衍生物

高活性干酵母、药用酵母、饲料酵母、营养酵母、酵母抽提物等。

生物发酵生产加工装备/控制系统 

(1）发酵罐、糖化设备、蒸发设备、结晶设备、干燥设备、冷却设备、换热 设备、搅拌设备、均质机械等生产设备；
(2）色谱仪、光谱仪、各类减速 机、搅拌机、电化学分析仪器等检测设备；包装设备、 传动设备、封口贴标机等。

卫生级流体设备/提取浓缩装备

(1）卫生级泵、卫生级阀门、卫生级管件、卫生级软管、卫生级连接件与集成服务商、乳化、均质、混合、分选、稠化、
反应器、蒸馏、过滤器、过滤净化设备、脱离子设备、空调设备、吸尘设备、洁净室设备、真空等各种生产加工设备；
(2）、膜分离设备、精馏及蒸发结晶分离设备、脱色设备、萃取设备、过滤设备、其他提取设备等。

氨基酸及制品/有机酸

氨基酸制品、谷氨酸、赖氨酸、蛋氨酸、色氨酸、苏氨酸、柠檬酸、葡萄糖酸、乳酸、衣康酸等。

1

环保技术与装备专区

污水监测系统、测量仪器⁄仪表、分析仪器等环境监测与实验室设备; 废水、废气、固废等环保治理装备。

生物发酵产业馆
Biological fermentation industry Museum

展示范围｜产品区

展示范围｜技术装备区

2

3

1



2019年生物技术展参展企业超过80家，展示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行业领军企业如上海宇进、比克曼、佰特

因、安科、昌宏科技等企业参展。

生物技术作为生物发酵产业的延伸产业与配套产业，独立办展已经具备基本条件，因此在“2020第八届上海生

物发酵展”期间同期举办“2020上海国际生物技术产业主题展”打造“生物技术产业馆”。

展区/展品：

生物技术专区

生物技术应用、生物技术设备与服务、生命科学实验室技术与设备、再生医学/干细胞研究、合同服务、药物研发支持设备，
试剂，服务、测量与分析、精加工、生物药研发、制药原料等；

生物制药专区

抗体、生物信息、生物制剂、生物制造、生物工艺、细胞生物学、临床试验、新药研发、基因组学/遗传学、知识产权、纳米
技术、疫苗、生物技术装备、实验室发酵罐、摇床、培养箱、发酵系统控制软件等；

生化仪器专区

色谱、气相、波谱、频谱、质谱、光学、光谱、分光镜、生物工程用仪器、细菌分析仪、微生物分析仪、通用设备、试剂、消
耗品、通用试剂、实验耗材

生物资源提取专区

植物、中草药提取物，蔬菜、水果提取物，动物提取物，菌类提取物，海洋生物提取物、分离提取装备、提取浓缩设备、萃取
设备等。

1. 亚洲领先的专业展: 专为生物科技领域打造的大型国际性专业展览，由产业链上下游强强联盟，展现生

物经济时代的创新研发与商机潜力；

2. 集中呈现产业风貌: 串联政产学研各界，从基因细胞研究、新药开发、原物料、终端应用、通路到国

际投资合作，网打造生物技术全产业链的大型跨界服务平台；

3. 新产品及技术展示: 紧抓产业最新脉动，透过成果发表、投资商机等主题，见证业界精英利用突破性

的研发技术，让世界看见中国的生物技术成就！

将整合生物制药/生化仪器/生物技术/生物工程/生物资源提取增加特色主题馆

生物技术产业主题馆
Theme museum of biotechnology industry



2020精彩会议活动
2020 Wonderful Conference Event

主 题 活 动

500
位大咖

200
位专家

300
家企业大咖

时间：8月25日/9:00-17:00
地点：上海皇廷花园酒店  （上海浦东新区华夏东路1539号）

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会员大会暨30周年庆

时间：8月25日/9:00-12:00
地点：上海皇廷花园酒店  （上海浦东新区华夏东路1539号）
主办单位：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

2020生物发酵与营养健康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时间：8月25日 / 14:00-17:00
地点：上海皇廷花园酒店  （上海浦东新区华夏东路1539号）
主办单位：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微生物育种分会

2020中国微生物育种产业发展论坛

时间：8月26日 / 9:30-17:00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E7活动区

2020商贸对接会

时间：8月26日 / 9:30-16:30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E7现场会议室

2020第六届国际发酵培养基应用与发展论坛

时间：8月26日 / 9:30-12:00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E7 展馆会议室

2020生物发酵产业节能环保科技创新论坛

时间：8月26日 / 13:30-16:35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E7 展馆会议室

2020酶制剂应用交流论坛

时间：8月26日 13:30-16:00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E7  展馆会议室

2020第二届国际天然功能性原料
及虾青素应用创新发展论坛

时间：8月27日 / 9:30-16:00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E7 展馆会议室

2020全国生物发酵行业重点项目推介会

时间：8月27日 / 9:30-11:35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E7现场会议室

2020第五届生物发酵饲料与营养高峰论坛

时间：8月27日 / 9:30-12:00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E7现场会议室

2020制药产业技术创新论坛

时间：8月27日 / 9:30-12:00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E6现场会议室

2020全国淀粉糖产业技术发展高峰论坛

时间：8月27日 / 13:30-17:00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E6现场会议室

2020中药产业智能制造过程优化研讨会

招商
对接

技术交流
与对接

商贸
对接会

颁奖 成果
转化

贸易
洽谈会

时间：2020年8月27日  10:00-17:00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展馆会议室

2020生物农药和生物肥料技术创新发展高峰论坛



2019第七届上海国际生物发酵产品与技术装备展览会( BIO CHINA 2019），于2019年9月24-26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成功举办！

展览面积30000平方，486家参展商，观众涉及20多个行业，国内买家38650人次，外籍采购嘉宾2680人次，观众规模为历史之最，同期举办17

场行业论坛及活动，为数十家企业提供了主题推介、主题宣传、主题对接等个性化增值服务，取得展商、买家、媒体、科研/大学、同行等各方面一致

好评!

本届展会向生物产业上下游行业展示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新装备，见证了中国生物发酵行业发展与成长，成为全球生物技术产业人的商贸

洽谈、技术交流、拓展人脉一站式服务平台。

BIO CHINA 2019精彩回顾
BIO CHINA Brilliant Review of 2019

48.86%27.76%

经理/项目经理/部门主管总裁/主席/董事/总经理

采购部

销售部/市场部

研发部

外贸部

生产部

27.91%

22.32%

12.35%

9.24%

7.17%

汇聚优质买家，建立高端生物发酵商业生态圈

医药、化工
24%

食品
15%

饮料
4%

美容化妆品
4%

保健品
52%

生物发酵产业多样化应用，直击终端市场需求



展商评语

品牌展商(部分)

2019会议精彩回顾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尤舸浩  业务总经理

连续7年的参展，对安琪酵母品牌的

树立起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展会的发展也

代表着行业的发展，随着展览越办越理性、

成熟，安琪酵母也看到了行业的未来。 祝

愿上海生物发酵展越办越好，相信未来会有

更多的深度合作！

乐斯福发酵营养元     

范平 销售总监

上海生物发酵展是乐斯福面向国内

外客户直观展示企业产品和企业形象的重

要平台之一，这里有大量的营销渠道和合

作伙伴。乐斯福的成功和发展离不开上海

生物发酵展的专业服务。祝愿上海生物发

酵展越办越出色！

镇江东方生物工程设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梁硕彦 副总经理

我们是BIO CHINA每年的常客，BIO 

CHINA是国内最大的生物发酵与相关装备

技术方面的专业展会，我们公司内部对这个

展会也非常重视，在各方面争取到了更多的

资源来投入其中。我们同时也加大了该展会

的投入。一份投入一份收获，在整个展期

中，我们成功地签到了数个订单。镇江东方

今后仍将一如既往的支持这个展会。

2019生物发酵与营养健康

益生制品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二届九次

理事会暨二届九次常务理事会

2019第五届国际发酵培养基应用与发展技术

论坛暨第三届微生物培养皿艺术大赛颁奖典礼

2019细胞免疫与抗体药物发展论坛

2019第四届生物发酵饲料产品应用
与技术创新论坛 2019细胞免疫与抗体药物发展论坛 2019天然功能性原料与虾青素发展论坛



扫描二维码加关注了解更多

上海信世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张  慧

+021-6765 1296

上海市九新公路2888号申新商务1号楼

bioexpo@163.com

主办单位 :
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
 

承办单位 : 
上海信世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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