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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全新生物产业技术装备新时代

2021.11.20-22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W3、W4、W5馆

展会邀请函

www.biozl.net

2021第九届上海国际
生物发酵产品与技术装备展览会

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 上海生物发酵展



产品、原料、研发、技术、工艺、装备一站式解决方案

 BIO CHINA目前已成为生物发酵产业一年一度行业盛会，展会将围绕，生物工程、发

酵工程、细胞工程、蛋白工程、生物医药（抗生素、疫苗等）、生物饲料、生物农药、

生物肥料、生物化工、食品发酵、发酵产品（氨基酸及有机酸、淀粉及淀粉糖、酵母及

衍生物、酶制剂、发酵功能制品）等产业化中的新产品、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为主

要展示内容，打造集“展示、商贸、学习、交流”为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打造高标准

国际化的生物产业合作生态圈。

本届展会将以40,000平方米展示面积，800家先进技术装备参展单位同台竞技，共

享45000名专业买家，欢聚一堂，高效提升行业品牌知名度，为生物技术产业创新发展

助力，共创生物产业新蓝海。

BIO CHINA 2021BIO CHINA 2021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张崇和会长（左四）

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  王洁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左二）

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    石维忱名誉理事长（左三）

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       马振华副理事长（右二）

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         于学军理事长（右三）

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会展部     卢涛主任（右一）

上海生物发酵展组委会         许刚副秘书长（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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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展示布局升级
打造生物产业经济新时代

生物发酵生产加工装备

科研院校成果展示区

生物发酵产品与原料

生物发酵装备

生化仪器/生物制药

生物工程装备

生物医药材料与技术

益生产品

酵素产品与原料

生物资源产品及技术

营养健康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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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E

生物发酵系列论坛历时八年，一直着眼生物发酵领域前沿资讯，2021年为了更好的服务行业，凡权威政府机关、资深行业协会、领

先制药企业、知名业内机构、专业科研机构和研发机构、参展单位，组委会将免费提供演讲场地，供行业单位进行新品发布、招商

会、技术交流等用途，为企业创造一个品牌曝光和精准推广的平台， 提供一个集知识分享和社交为一体的高附加值交流场所。

2021

  长期战略合作伙伴



展品范围
生物发酵产品及原料类

发酵装备：发酵罐、糖化罐、蒸发设备、结晶设备、干燥设

备、冷却设备、换热设备、搅拌设备、压缩空气系统、工业制

冷设备、各效分离器、冷凝器、提纯蒸馏设备、等离子交换树

脂、均质机械等生产设备、蒸馏水机、蒸发站系统、结晶搅拌

装置、萃取设备；

实验室装备：实验室发酵罐、气流/磁力搅拌、在线检测仪、细

胞培养器、摇床、培养箱、监测系统、尾气/生化分析仪、动植

物培养、离心机、电化学分析仪器、生物反应器、灭菌设备、

冷却设备、空压机、细胞破碎仪、均质机、干燥机、离心浓缩

仪等；

技术装备区

卫生级（泵、阀、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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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与

分离、过滤净化设备、脱离子设备、低温设备、吸尘设备、洁

净室设备、真空等各种生产加工设备；

色谱仪、光谱仪、气流/磁力搅拌、减速机、传动设备、冷凝

器、PH电极、离子交换树脂、传感器、液位计、搅拌设备、

蠕动泵、尾气处理设备、封口贴标机等。

自动化控制系统区 流体设备区

益生产品类
膜分离设备、离心分离设备、精馏及蒸发结晶分离设备、分筛

设备、烘干、脱色设备、萃取设备其他提取设备等。 

MVR蒸发系统、污水监测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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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离提取装备区 环保设备和技术区

氨基酸及有机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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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酶制剂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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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酵母及其衍生物类：高活性干酵母、药用酵母、饲料酵母、营养酵母、酵母抽提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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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生产品类：益生元类（低聚糖、菊粉、寡糖类、其他益生元等）、益生菌及其延伸产品（益生菌制剂、益生菌食品、益生菌乳

粉、益生菌饮料、益生菌化妆品、其他益生菌延伸产品）、其他益生类产品（合生元、益生菌乳制品、益生菌保健品、肽与蛋白质

类、膳食补充剂、益生菌日化产品）、功能性食品（功能发酵制品、多糖、肽、膳食纤维、药食同源类产品、全营养配方食品、特

医特膳食品、增强免疫力产品、减肥食品、滋补食品、美容食品、抗衰老产品等；）

天然提取物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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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物提取物等；



主题展版块
这里，呈现产业前言，深耕细分市场

上海国际益生产品展 天然提取物产品展

上海国际生物工程装备展 上海国际生化仪器/生物制药展  

即将迎来十四五规划中，生物产业板块大力发展用于重

大疾病防治的生物技术药物、新型疫苗和诊断试剂、化学药

物、现代中药等创新药物大品种，提升生物医药产业水平。

加快先进医疗设备、医用材料等生物医学工程产品的研发和

产业化，促进规模化发展。着力培育生物育种产业，积极推

广绿色农用生物产品，促进生物农业加快发展。 

随着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创新突破，全球生命科学蓬

勃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生命科学领域逐渐融合。与此

同时，基因科技、干细胞技术和分子生物技术等许多领域取

得突破进展，生命健康产业的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进

而也为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及诊断领域的科学 仪器 产业发

展提供了巨大商机。

历届参展企业 历届参展企业

历届参展企业 历届参展企业

自疫情爆发以来，使得全民的营养健康意识到了一个全

新的高度，这也给益生菌行业带来了更大的发展机遇，益生

菌品种类越来越多，品类丰富，为益生菌产业迎来了高增长

时代，随着益生菌产品的需求大幅增加，益生产业更是迎来

了窗口期。

生物资源是我国生物医药科技发展的基础性资源，覆盖

生物疫苗、生物制剂、化学原料及制剂、中成药及中药饮

片、原料药、植物提取等六大类生产领域。旨在加强与国际

生物资源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利用我国资源丰富的优

势，大力提升以资源开发为基础的科技创新能力。



同期活动及会议
这里，把脉市场热点，传道受业解惑

展会同期将举办30余场高品质的
同期论坛和活动，直击生物发酵智能

制造、生物培养基、生物医药、生物
饲料、酶制剂、淀粉糖（醇）、节能

环保、重点项目推介会等多个主题，
分析市场热点、解读实践案例、前瞻

产业趋势，打造行业交流分享的思想
盛宴。

同期论坛规划

合作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01 02 03

04 05 06

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系列会议
时间：2021年11月20-22日
地点：酒店/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单位：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

2021国际发酵培养基应用与发展论坛
时间：2021年11月20日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2021全国生物发酵行业重点项目
推介会（上海）
时间：2021年11月20日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单位：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

2021生物制药创新发展大会
时间：2021年11月20日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单位：上海市生物医药行业协会
承办单位：上海信世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2021第五届全国生物资源提取与应用
创新论坛 
时间：2021年11月21日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2021生物发酵产业节能环保科技
创新论坛
时间：2021年11月21日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单位：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
主办单位：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
承办单位：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生物资源提取分会  
               上海生物发酵展组委会

主办单位：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
承办单位：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生物发酵展组委会



上届展会回顾
这里，以数据说话，起止专业于大

2020大数据

32000m2
展示面积

2个馆

500家参展企业

26家科研院校/大学参展

观众涉及20多个行业，

国内买家38600人次

26个专业买家团

17场行业论坛及活动

论坛参会总人数达8763人

网罗10类专业观众

生物技术与工程       生物制药/医药       细胞/基因工程      啤酒饮料/乳制品     生物农药/生物肥料   

食品/食品添加剂      生物资源提取        生物饲料/蛋白     生物化工/酶工程      日化/化妆品

观众职位分析（排名前五）

项目经理/部门主管

采购部

总裁/总经理/董事

研发部/实验室

合规/质检/大学院校/协会

48.86% 

27.91%

19.6% 

16.15% 

3.73% 

上海本优机械有限公司
胡金保  总经理

今 年 是 我 们 第 五 次 参 加 B I O 
CHINA，我们发现现场参观的观众
越来越专业，他们咨询的问题也让
我们非常惊讶，非常专业，这说明
他们真的在使用、关心我们的研
发，了解我们的产品。同时，他们
也给我们提了非常多的宝贵意见，
越来越多的客户通过BIO CHINA这
个平台认识我们，了解我们，希望
BIO CHINA越办越好。

我们在BIO CHINA现场见到了很多行
业知名的设备商及系统解决方案供应
商，这些企业都可以与我们的产品进
行整合，为客户提供新的技术及解决
方案。BIO CHINA同时也是一个很好
的了解行业发展趋势和未来产品需求
的平台，这同时也是康耐视一再参展
的原因，每一次参加我们都会精心准
备，为广大观众带来最好的产品。

江苏科海生物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施海雄  总经理

德兰梅尔
Ethan  商务总监

德兰梅尔是第一次参展BIO CHINA，

以往我们都作为观众来现场参观，我

们认为BIO CHINA针对邀请的行业，

观众非常专业，观众目的明确，我们

能更好的针对这个行业观众展出产

品，参展效果非常明显。

展商评语



协办单位

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所属分会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

上海市生物制药行业协会

上海市食品协会

上海市生物工程学会

中国功能糖城（禹城市）

上海市饮品行业协会

上海市食品安全工作联合会

上海张江生物医药产业园

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院校支持

北京工商大学

大连工业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江南大学

江苏大学

南京工业大学

齐鲁工业大学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生物工程研究中心

天津市工业微生物研究所

浙江科技大学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

www.biozl.net

上海生物工程装备与技术展 上海国际生化仪器展 上海国际生物制药展 上海益生产品展 上海酵素产业展

联系我们

参展咨询

联系人：赵 穆

电  话：021-57617459

E-mail：biozl@163.com

媒体合作

联系人：张乐

电话：021-67651295

E-mail：ht887423@163.com

参观咨询

联系人：张家龙

电话：021-67651296

E-mail：shesy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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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预订展位

加入亚洲生物发酵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