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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旗舰展  引领全行

“中国国际质量控制与测试工业设备展览会”

（Q.C.China）创办于1995年，已逐步成长为目前中国

工业检测领域中规模较大、历史悠久、范围较广的品

牌展会之一。展会以无损检测技术与设备、物理测试

与材料试验机、分析仪器与实验室设备、计量仪器、

3D打印技术及设备和标准样品为主要展出内容，汇集

了世界各地检测设备制造商及代理商带来的高端技术

和先进手段与设备，是行业权威的技术与产品发布平

台，也是全球同行相识交流的重要纽带。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稳步成长，工业检测的需求

面不断扩大与深入，各行业对产品质量检验设备与技

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如何提升检测手段、完善检测

设备是检测从业人士所关注的焦点。Q.C. China希望

能将世界先进检测理念与国内实际检测需求加以融

合，将前沿的技术和市场信息快速传递，将国内外检

测行业相关企业的风采尽情展现。

此外，主办方将充分利用自身70余年来在材料研发及检测技术领域的传统优势及

与各相关行业学（协）会长期合作的资源，配合展会举办高规格的学术会议和技术交

流会。同时，主办方所积累的历年展会专业观众数据库，学术期刊作者、读者及专家

数据库，学术会议代表数据库，还有长期合作的各专业媒体及网络资源，定会为宣传

和扩大本展会的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并为展会带来更多有市场需求的终端用户。

“创新、进步、和谐发展”是Q.C.China不变的理念，2021’Q.C.China真诚邀请

您的参与，让我们携手发展，共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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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二十五载历程·相聚上海

展品范围
无损检测技术及设备

超声波探伤仪器、电磁(涡流)检测仪器、磁粉探伤仪
器、射线探伤仪器、渗透检验仪器、声成像与声全息设
备、声发射设备、试块、试片、刻伤机、探头、耦合
剂、磁粉、X光胶片、X光管、胶片干燥箱、冲洗药、
观片灯、射线房、滤片、射线报警器、密度计、测厚
仪、检漏仪、内窥镜、加磁器、磁悬液、反差增强剂

物理测试与材料试验机

图像分析处理系统、金相显微镜、电子显微镜、金相图相分析系统、微区分析仪器、
材料结构分析仪器、环境测试仪器、电子探针、硬度计、抛光料(粉)、研磨机、破碎
机、抛光机、切割机、筛分设备、金相砂纸、缺口拉削机、磨抛机、金相制样设备、
镶样机、悬浮液、研磨膏、万能试验机、冲击试验机、硬度试验机、扭转试验机、疲
劳试验机、拉伸试验机、动态冲击试验机、压力试验机、混凝土压力试验机、恒温恒
湿试验机

分析仪器与实验室设备

光谱分析仪、气体分析仪、波谱分析仪、频谱分析仪、原子吸收仪、激光粒度仪、色
谱仪、元素分析仪、质谱仪、电化学仪、热分析仪、表面分析仪、碳硫分析仪、分光
光度仪、辅射测试仪、天平、坩埚、化学玻璃、各种标样、元素的标准液、各类实验
室设备

计量与测试技术

几何量：1.量具（游标卡尺、内外径千分尺、百分表、千分表、大尺寸测量量具、长
度和角度块规。）2.量仪（测高仪、测长仪、水平仪、角度仪、投影仪、电感量仪、
粗糙度仪、轮廓扫描仪、三坐标测量机、工具显微镜、影像测量仪、3D扫描、激光跟
踪仪、圆度仪。）  
力学计量：质量计量、力值计量、硬度计量、容量与密度计量、转速与振动计量

热工计量：温度计量、压力计量、流量与物位(液位)计量

软件：各种计量与管理软件

其它

第三方检测、3D打印、五金工具

第26届中国国际质量控制与测试工业设备展览会

The 26th China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n Quality Control & Testing Equipment

参展热线: 021-65555687www.qc-expo.com



联系方式

上海材料研究所

地址: 上海市邯郸路99号(200437)

电话: 86-21-65555687 

         65556775-366

传真: 86-21-65526355

E-mail: qc@mat-test.com

联系人: 王先生

150 家参展企业

7,000余 平方米展示面积

逾 5,000余 名专业观众

日期: 2021年10月27日-10月29日   地点: 上海世贸商城一层(兴义路99号)

支持媒体：

《无损检测》   《腐蚀与防护》   《造船技术》  《中国测试》   中缆在线    《理化检验

-化学分册》  《无损探伤》  《航空制造技术》  《自动化仪表》   QC检测仪器网   《理

化检验-物理分册》  《中国特种设备安全》  《钢结构》  《现代科学仪器》  郑州云同

盟信息   《机械工程材料》  《压力容器》  《分析仪器》   材料与测试网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上海材料研究所

支持单位: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无损检测分会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化检验分会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材料分会

                 全国无损检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机械工业材料质量检测中心

                 机械工业无损检测中心

关于展会更多资讯请登录 www.qc-expo.com  www.mat-te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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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说明
1. “展览会”指于2021年10月27-10月29日在上海世贸商城一层举办的“第26届中国国际

质量控制与测试工业设备展览会”。“参展商”指任何已根据协议获得展位的个人/单位。

“协议”指参展商与承办单位之间签定的参展协议，凭此协议，参展商有权使用本届展览

会的展位及有义务遵守协议附件中的每一条款，承办单位则按本规定向协议另一方提

供所申请展位。

2. 参展协议需经参展商与承办单位签署并加盖公章，请在签署协议之日起二周内支付

参展费用，展位预订方为有效。否则承办单位将有权变更参展商的申请内容，或将视

其放弃展位。

3. 参展商若欲取消或缩小其预定的展位，必须以书面形式通知承办单位，经主办单位

同意后方可取消或缩小，否则已缴纳参展费用不予退还，展会开幕前一个月内不得取

消或缩小已预定展位。未经承办单位同意，参展商不得将其展位转租或分租第三方。

承办单位有权因展览会整体需要调整参展商的展位位置或面积，如调整后的面积小于

原来申请的，承办单位将按面积小的比例退款给参展商。参展商的展品不符合本规定

的展出范围，承办单位有权将之从展位或者展馆中撤离，其风险和费用由参展商承

担。

4. 承办单位将向参展商提供包括展览会各项详细安排的参展手册。参展商必须遵守参

展手册中的各项规定。参展商需仔细阅读《展会须知》，并严格遵守。

5. 参展商不得在承办单位认为有碍观瞻的公共场所，或者在出入口通道，或者影响其

他参展商的地方陈列展品。光地参展商必须在开展前30天，向承办单位提交符合标准

的详细结构图以获得批准。并将其聘用的搭建商名字和地址通知承办单位。

6. 展馆提供一般的照明。承办单位指定正式搭建商，将电气线路接到各展位以备展品

陈列之需。展厅内不允许其它电气承包商工作，所有设施均由授权单位进行检查。参

展商也不允许其安装或使用任何附加的发电、供电装置。

7. 危险品不得展出，也不得带入展厅。没有征得承办单位的事先同意，不得在展厅内

的任何部位树立或张贴任何标志，印刷品或者宣传品。展厅内不得有高于75分贝的音

量，若经承办单位提醒后再次违反规定，展台将被停电1小时。

8. 所有搭建，装饰或遮挡展位的材料必须是不可燃的。参展商须遵守承办单位、展馆

或者有关部门的规定。

9. 参展商所有展品和参展商邀请的代理人或搭建商带进展览会的物品和人员，承办单

位不负责非承办单位的疏忽而造成的损失或人身伤害。参展商有责任承担并赔偿因安

装和拆除展位不当而造成承办单位的损失。

10. 参展商应在闭馆期间撤走其全部展品和特装展位，不可将材料或者展品随意丢弃，

如因清除或处理这些东西而产生的费用将由该参展商负责。

11. 对本协议有关规定的改动，须由承办单位和参展商的负责人共同签字方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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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协议
公司名称 (中文)：

                (英文)：

地       址：                                                                               邮编：

联  系  人：                           电话：                            手机：

传       真：                           网址：                            电子邮件：

展台预定 (请在选择□内打“√ ”)
标准展位： □ 外资企业 (9m2)              US$ 3780.00
                   □ 国资企业 (9m2)              RMB11100.00
光       地： □ 外资企业US$ 400/m2                    □国资企业RMB1100/m2  

我司欲申请：

□标准展台：                        平方米      □光      地 (36m2起租)：                       平方米   
    费       用：                                            费      用： 
    展  台  号：                                             展 台 号： 

会刊及其它广告 (请在选择□内打“√ ”)
□ 封    面 RMB18000.00             □ 封二、三 RMB13000.00
□ 封    底 RMB18000.00             □ 内页跨页 RMB12000.00    
□ 内    页 RMB7000.00           □ 资料袋 RMB6000.00/1000个    
□ 入场券 RMB6000.00/万张    

技术交流会 (请在选择□内打“√ ”)
□ 7000元/场 (30分钟)

应付展位费                          ，广告费                           ，技术交流会                          ，
共计费用                              。

注：已阅读参展说明，传真及扫描件同具法律效应。

申请单位（盖章）               上海材料研究所（盖章）

日期                 日期

回函请至：
上海材料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邯郸路99号（200437）                         传    真：021-65526355
电话：021-65555687，65556775-366                        联系人：王先生  
E-mail:qc@mat-test.com

上海材料研究所（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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