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国家商务部批准，由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主办，北京朗普展览有限公

司承办的第十五届中国国际科学仪器及实验室装备展览会（CISILE 2017）于 4

月 6日-8 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圆满召开。

CISILE 2017展示面积达22000平米，595家知名企业参与了这一行业盛会，

其中国外展商 113 家。据 EastFair 展会现场管理系统统计：CISILE 2017 共有

参观观众 18695 人，门禁系统统计刷卡记录为 26672 人次。其中国内观众 15809

人、海外观众 2886 人。

数据展示：

展示面积：22000 平方米

参展企业 595 家

国外展商 113 家

参观观众 26672 人次



一、参展商资料

CISILE2017 汇聚了来自德国、西班牙、新加坡、韩国、土耳其等国际及国
内的 595 家企业。聚光科技、海能仪器、海光仪器、天美（中国）、钢研纳克、
大连依利特、上海仪电、永新光学、济南时代、爱斯佩克、岛津、德国GRIMM、
Tintomete、DAIHAN Scientific、WINFORSYS、NANOMANYETIK、Nanoscribe
GmbH 等国内外众多知名企业亮相展会现场，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示分析仪器、
光学仪器、生命科学仪器、生物技术与仪器、实验室仪器与设备、材料力学性能
试验设备及医疗卫生专用仪器等领域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成果。



CISILE2017 首次设立“食品安全快检”专区，此举得到北京智云达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广东达元绿洲食品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十多家企业的积极响
应。“分析仪器零部件”专区作为CISILE2017 新增的展览内容，搭建了分析仪
器零部件采购平台，促进科学仪器行业产业链良性发展及上下游顺畅沟通。

二、观众分析

（一）组织概况

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辽宁、山东、福建、河北等全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以及美国、俄罗斯、法国、瑞典、阿根廷、澳大利亚、
新西兰、南非、韩国、土耳其、印度、马来西亚等 36 个国家或地区的国外用户
和经销商、代理商前来参观、洽谈和对接。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所、中国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
东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市气象局、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航工业计量所、中
国矿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北京航天控制仪器
研究所、秦皇岛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等诸多单位组织了相关科研、采购人员前来参
观。巴基斯坦、印度等国驻华大使馆也组织了相关商务人员莅临展会观摩。



（二）数据分析

据 EastFair 展会现场管理系统统计：CISILE 2017 共有参观观众 18695 人，
门禁系统刷卡记录为 26672 人次。其中国内观众 15809 人（来自中国大陆 31
个省级行政单位的 177 个县市）、海外观众 2886 人（分别来自 36 个国家或地
区）。相关数据如下：

1.观众来源分析

观众类别：

大陆地区观众区域分类统计（行政区域）：



观众来源省份分布图：

按照观众部门分类统计：



按照观众职位分类统计：

2.观众登记表统计分析

调查问题 1．您的工作性质：

调查问题 2．您参观的目的：



调查问题 3．请注明您工作的主要类别：

调查问题 4．您感兴趣的领域：



调查问题 5．采购时您是？

调查问题 6．您通过什么途径知道这个展会？

调查问题 7．是否参加免费论坛？



三、同期活动

CISILE 2017 大力丰富展会内涵，致力于活动的创新与多样化。本届同期活
动多形式，广角度，宽领域：从内容上来看，大到整个宏观产业发展，小到波谱、
食品快检、科学仪器行业网络营销等细分领域；从形式上来看，除了传统的学术
论坛以外，还开展了颁奖大会、产品发布会，以及面向大众的现场互动体验活动；
从活动对象来看，行业渠道商、实验室人员、行业媒体、相关企业等均可参与，
活动丰富多彩，满足不同的观众需求。

（一）展研一体，论坛研讨精彩纷呈

1.2017 中国科学仪器及实验室装备产业论坛

本论坛由中国仪器仪表行业
协会主办，会议涉及“真空仪器
设备应用及发展”、“我国实验
室仪器标准的现状及前景”、“国
产检测仪器在供给侧改革方面存
在的问题及发展思路”、“高校
实验室对仪器设备的需求和建
议”、“2016 年我国科学仪器运
行现状及展望”等行业发展热点
话题。

2. 第二届中国实验室管理与检测技术国际论坛暨中国质量检验协会

检验检测设备分会 2017 年学术年会

本论坛由中国质量检验
协会主办，来自国家认监委、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国
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中
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清华大
学等相关单位的院士、领导、
专家、学者、企业家莅临本届
大会，就我国实验室检测管理



和检测技术的相关政策法规、最新技术及相关问题做主题报告。本论坛分为主论
坛及“认可认证专题研讨”、“食品与农产品质量检测专题”、“实验室管理与
安全专题”、“原子光谱应用与技术学术报告会”、“中国质量检验协会检验检
测设备分会第一届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五个分论坛。

3.2017（第二届）实验室设计建设与运营管理高峰论坛

本论坛由中国仪器仪表
行业协会与《实验与分析》杂
志、弗戈工业媒体共同举办，
秉承专业研究和技术探讨的
论坛理念，特别开设“实验室
设计建设”和“实验室运营管
理”主题论坛，邀请了行业专
家、实验室管理者、实验室服
务供应商等共聚一堂，交流和

学习国际先进理念和技术，同时推动规范、标准的制定和完善，共同推动产业和
行业的快速发展。

4.“仪商汇”中国仪器渠道商年会

本论坛是CISILE2017新
增的同期活动，由中国仪器
仪表行业协会代理商分会主
办，分为主论坛及“金融资
本如何有效推动仪器产业发
展”、“仪器渠道商转型、
升级发展思路探讨”、“仪
器电商创新之路‘互联网+营
销’”、“知识产权专利预
警对科学仪器产业的推动”、
“实验室仪器高层论坛”五大分论坛。



5．2017 食品安全快检论坛

本论坛是CISILE2017
新增的同期活动，由中国
仪器仪表行业协会食品安
全快检专业委员会主办，
以“趋势及未来：快速发
展的食品安全快检技术”
为主题，邀请了农业部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中国农业科学院质量标准

所等单位的领导、专家进行演讲，并配有领导、专家、企业家对话，企业快检新
技术、新产品推介等活动。

6.2017 年北京波谱年会

本年会由北京理化分
析测试技术学会主办，分
为主旨报告、新技术报告、
专题报告三个部分，旨在
促进核磁共振实验经验交
流、技术进展，核磁共振
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研究
和新进展。温州医学院、
中南民族大学、布鲁克（北
京）科技有限公司、中国
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清华大学等专家就“各向异性参数在结构鉴定中的
应用”、“日本电子核磁共振最新技术”、“铜催化自由基反应机理的顺磁共振
研究”等话题进行探讨。



7.2017 科学仪器行业网络营销论坛

本论坛由仪器信息
网、我要测、仪品汇联合
主办，针对“科学仪器厂
商如何打开科学仪器行业
全网营销新时代”、“如
何寻找到精准用户，与其
实现零距离的接触，营造
用户实实在在的用户参与
感”、“如何选择合适的
网络营销渠道，更好更快

的传递企业价值，获取最新商机”、“如何在瞬息万变的用户体验上准确的更改
营销方向”等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为科学仪器企业更好的开展互联网营销
提供参考。

（二）鼓励自主创新，为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保驾护航

本次自主创新奖共收到 23家单位的 26 个产品申报。经过了预审、集中评
审和现场评审，由主审和副审及全体评审专家的打分、无记名投票，共评选出自
主创新奖 10项，优秀成果转化奖 2项。获奖产品其创新点明显、技术水平高、
难度大；部分产品采用了新的原理、新的设计，获得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
软件著作权，技术水平为国内领先，部分产品接近、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果转
化效益显著，具有良好的市场应用前景。

CISILE2017 自主创新金奖-获奖单位合影



CISILE2017 自主创新金奖名单：

单位 仪器名称 型号

北京华科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化学法氨逃逸在线分析监
测装置 HK-7501

上海安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自动气相分子吸收光谱
仪 AJ-3000 plus

深圳市三方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式多参数食品安全快
速检测分析仪

青岛埃仑色谱科技有限公司 离子色谱仪 YC7000

北京倍肯恒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食品中危害因子及非法添
加药物智能化综合检测仪 BK-iMT(II)

上海仪电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多参数分析仪 DZS-708L

清华大学分析中心 低温等离子体样品引入系
统

成都易华天宇试验设备有限责任
公司

大型非标步入式高低温/湿
热/覆冰综合试验系统

深圳万测试验设备有限公司 智能化机器人全自动送样
拉伸测试系统 ETM105D-A

钢研纳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PlasmaMS 300

CISILE2017 优秀成果转化奖名单：

上海沛欧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全自动凯氏定氮仪 SKD-2000

合肥领谱科技有限公司 手持式拉曼光谱仪 RID100

（三）CISILE 2017 新产品发布会如期召开，激发国产仪器不断

发展

CISILE2017 年度新品发布会历
时 4月 6日-7 日两天，天美（中国）
科学仪器有限公司、钢研纳克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无锡赛弗安全装备有限
公司、湖南湘仪实验室仪器开发有限
公司、长春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等共计 14 家企业就智能物联网型易



燃品毒害品储存柜、CL5S 生物安全离心机、微观力学原位测试技术、非线性化
学指纹图谱智能分析仪、高分辨光谱仪等行业关切热点及前沿科技进行发布。

（四）科学仪器走进百姓生活，唱响行业发展新风尚

维德维康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广东达元绿洲食品安全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LUMEX 分析仪
器、钢研纳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等 7家企业携新品亮相，检测范
围包括牛奶中的黄曲霉毒素和
抗生素残留、食品农药残留检
测、大米新鲜度检测和食用油酸
价过氧化值检测、食物、人体重

金属汞含量检测等诸多项目及产品，受到现场观众广泛关注及好评。

四、广告宣传及媒体推广

CISILE 2017 积极整合各方资源,线上宣传与线下广告渠道全面铺开，打造全
方位、立体化强势推广。

（一）线下广告

1、新增地铁广告：



2、扩大楼宇社区广告：

3.联系重点院校、科研单位、企业以及相关社会团体，发送展会材料和邀请函，
扩大展会影响力和提高社会知名度。

（二）杂志媒体：

与《工程与试验》杂志、《食品安全导刊》杂志、《现代科学仪器》杂志、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杂志等媒体展开合作。

（三）网络媒体：

凤凰网、今日头条、搜狐网、北方网、中国环保在线、仪器信息网、仪器仪

表网、分析测试百科网、中国化工网、中国生物器材网、盖德化工网、中国传感

器交易网、中国化工仪器网、中国检测网、现代实验室装备、现代科学仪器、检

测通、试验机行业网、中国工业检验检测网、分析化学网、中国测控网、仪器交

易网等二百多家大众及行业主流媒体对展会进行了倾力报道。



五、CISILE2017-上海站，9 月再续辉煌

为延伸CISLIE 的品牌及行业影响力，助推行业发展，CISILE 2017 将实现京沪

联动。依托上海人才资源、市场战略、产业规模及政策优势，第十五届中国国际科

学仪器及实验室装备展览会（CISILE2017-上海站）将于 2017 年 9月 4-6 日在上海

光大会展中心召开，为科学仪器、实验室装备的生产、研发、流通企业提供高层次

的信息交流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