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胶原蛋白的作用

•   胶原蛋白是人体延缓衰老必须补足的营养物质，占人
体全身总蛋白质的30%以上，一个成年人的身体内约有3
公斤胶原蛋白。它广泛地存在于人体的皮肤、骨骼、肌肉
、软骨、关节、头发、内脏（包括心、胃、肠、血管）等
组织中，起着支撑、修复、保护的三重抗衰老作用。人体
皮肤的70%是由胶原蛋白组成。

•   胶原蛋白（collagen）是一种生物性高分子物质，一种
细胞外蛋白质，白色、不透明、无支链的纤维性蛋白质。
它可以补充皮肤各层所需的营养，使皮肤中胶原活性增强
，有滋润皮肤，延缓衰老、美容、消皱、养发等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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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原蛋白组成与结构

• 蛋白质是生命的物质基础，机体的每个细胞和所有重要组成部分都有
蛋白质的参与，是人体组织更新、修补的主要原料。

• 蛋白质基本组成单位是氨基酸，氨基酸分子之间通过脱水缩合形成肽
链，肽链在盘曲缠绕成具有各种功能的三维立体结构的蛋白质生物大
分子。

• 胶原蛋白是由3个氨基酸肽链组成的三股螺旋结构。其中甘氨酸(Gly)
占 30%，脯氨酸(Pro)和羟脯氨酸(Hyp)共占约25%。

• 胶原蛋白具有特殊的氨基酸组成以及受控的分子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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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的研究数据表明：胶原蛋白会刺激皮肤纤维细胞的生成从而紧致皮肤。在2006年就证实了胶
原蛋白增加了皮肤真皮中的纤维细胞的密度、直径。

• Animal study on pigs, 0.2g/KG body weight/day, 62 days, porcine hydrolyzed collagen vs 
lactalbumin.Matsuda and al, (2006), effects of ingestion of collagen peptide on collagen fibrils 
and glycosaminoglycans in the dermis, J Nutr Sci Vitaminol, 52, 211-215

• 胶原蛋白可能会刺激皮肤细胞自身产生更多的胶原质。
• Fabien-Soulé V. (2007) Oral Intake of Hydrolyzed Collagen may stimulate collagen production by 

human cells themselves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ults. Oral communication at the 8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Cosmetic Dermatology, Beijing, China, October 22, 2007

• 每天服用5 克以上的胶原蛋白, 经过60天, 可以增加10% 的皮肤坚实度和15% 的保水性。
• Oral treatment of skin dryness, Morganti P. et al., 1988 April, Cosmetics & Toiletries, Vol 103, 77-

80.

胶原蛋白与皮肤健康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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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胶原蛋白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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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原蛋白助力纤维细胞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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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原蛋白口服消化后会进入血液中, 会刺激到纤维细
胞生成，纤维细胞的产生将提高皮肤的弹性并减少
皱纹；

无论是口服还是局部注射，胶原蛋白对人类的健康
和美丽都有积极的影响。胶原蛋白对人类皮肤，肌
腱和韧带的弹性，柔韧性和强度至关重要，同样，
对角膜，软骨，骨骼，血管，内脏也是如此；

相比哺乳动物来源，鱼类衍生的胶原蛋白肽因其良
好的特性以及受众人群的广泛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
注。



  挪威Seagarden公司简介

For more health 只为更多健康

Seagarden Group是全球最主要的天然海洋原料生产
商之一，生产100%天然原料,主要专注于食品，保健
品，药品，化妆品及个人护理方面原料，提供超过50
多种特色原料，应用于全球上千种食品和化妆品。
Seagarden Group在挪威海岸线拥有三个生产基地。
产品拥有FSSC 22000食品安全认证标准，ISO9001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Halal认证、MSC供应链认证等。

今天挪威Seagarden和南京捷诺为中国市场带来天然
健康的野生鳕鱼水解胶原蛋白NutriColl®纯正体验。



      NutriColl® 野生鳕鱼水解胶原蛋白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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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称：
100% 野生鳕鱼皮来源
北大西洋海域
无添加剂/无防腐剂
低重金属  低抗生素 低农残
每一批均有挪威官方的MSC认证
和捕捞证明

特点：
快速吸收
溶解速度快(速溶）
口感、风味温和

指标：
蛋白含量≥95% 
平均分子量≤3000D
脂肪 ＜0.5
PH 5.0-7.0

氨基酸含量：
甘氨酸  29.24%
脯氨酸  12.19%
羟脯氨酸 7.02%



• NutriColl® 水解胶原蛋白粉优势：

• MSC认证：

• 认证表示:“该产品来源自符合国际海洋理
事会(MSC)的环境标准的海域，并且符
合良好管理和可持续捕捞的要求”。

• 我们来源天然并爱护生态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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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溯源

用于生产水解胶原蛋白用的鳕鱼原料，
每批都有该批原料对应的挪威海洋局颁
发的捕捞证明Catch Certificate，捕捞
证明上的专属二维码。

专属二维码可以印于贵司的产品外包装

扫码可以显示所用鳕鱼的捕捞渔船名称
，捕捞海域（ Avaldsnes ），及捕捞时
间，可追溯性直至上游，可以给终端消
费者更加直观、安全和可信赖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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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所得信息

中英文对
照版本

英文版本



第一页显示为鳕鱼胶原蛋白原料
的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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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国：挪威

来源：鳕鱼

进口量
：10吨

生产工厂：挪威Seagarden

捕捞证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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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页内容为生产水解胶原蛋白用
的原料(鳕鱼整鱼）的具体信息

渔船名称

登记号码

捕获区域 到岸日期

销售记录号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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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船名称     --ORIGO

查询网址：

http://www.marinetraffic.c
om/en/ais/details/ships/s
hipid:306956/mmsi:2574
80500/imo:8960323/ves
sel:INGER_VICTORIA



捕捞海域 27-1B

查询网址：

http://www.fao.org/fis
hery/area/Area27/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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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鳕鱼” 来源国内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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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triColl®鳕鱼水解胶原蛋白
 功效：

1.抗衰老
海洋鱼胶原白蛋白肽对人类皮肤具有抗衰老的作用。最近的临床试验显示出在一群35-55岁的女性中，
胶原蛋白肽显著增加了皮肤弹性。

2.减少皱纹
同样，来自德国Kiel大学的科学家们也证明了每日使用胶原蛋白肽后，皮肤皱纹显著减少。

3.增加皮肤水份
一项口服胶原蛋白肽在皮肤老化的作用的综合实验，包括日本和高加索女性的临床试验，均显示胶原
蛋白肽在皮肤保湿方面良好的效果。在8周内，鱼胶原蛋白肽增加皮肤水份12%。在超过12周，通过
增强的真皮回声证实了皮肤胶原密度的持续增加。体外实验证实了临床试验的结果，人类皮肤移植，
用鱼胶原蛋白培养，显示其中水粘多糖和胶原蛋白的含量显著增加。

4.保护头发免受化学损伤
在一项62个人的试验中，鱼类衍生的胶原蛋白肽被证明对皮肤水份有积极地影响。同样的研究记录了
这些胶原蛋白肽的皮肤渗透能力，并显示出鱼胶原蛋白肽在3.5-4.5K Da的范围内能力增加。在头发中，
胶原肽扩散到纤维毛细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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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triColl®鳕鱼水解胶原蛋白的临床实验

1.面部皮肤水分

   Seagarden对20个皮肤状态良好的女性进行了临床实验，每次口服NutriColl水解胶原蛋白10g，

   一天一次，持续8周。结果如下：面部皮肤水分（T0=服用NutriColl之前、T8W=服用NutriColl8
     周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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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强的保水能力（T0=服用NutriColl之前、T8W=服用NutriColl8周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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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显示：服用NutriColl ® 8周后，面部皮肤水分含量明显提升，保水能力明显改善。



2. 前臂皮肤水分 （T0=服用NutriColl之前、T8W=服用NutriColl8周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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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显示：服用NutriColl®  8周后，前臂皮肤水分含量提升。

服用前30.56% 服用后3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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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triColl水解胶原蛋白

使用量及应用推荐：

每天服用 5 - 10 克胶原蛋白，被证实对减少皱纹和提高保水性有明显作
用.这样的服用量可以被应用于各类的食品和饮食补充剂中: 美容饮料,小
吃, 糖果, 乳制品 …

另外, 也可以单独的使用或与其他的对皮肤有功效的营养物质一起使用 : 
维生素 C & E, 绿茶提取物,欧米咖6脂肪酸 …

Seagarden Group产品应用：

1.野生鳕鱼蛋白粉-营养，运动蛋白补充，营养棒，汤，奶昔。
2.野生鳕鱼皮胶原蛋白，用于健康，美容和化妆品。
3.食品应用：汤，酱汁，汤料，婴儿食品，零食。



  产品应用

   
捕捞证明二维码      的全球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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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原料、健康中国，捷诺产品涵盖：

运动营养

浓缩乳清蛋白、分离乳清蛋白、水解乳清蛋白、分离牛奶蛋白

提高免疫力

玛咖粉、胶原蛋白粉、盐藻粉、螺旋藻、小球藻、巴西绿蜂胶、
天然番茄红素、N-乙酰神经氨酸、母乳低聚糖HMOs、岩藻多糖

视力健康

LutEst®叶黄素酯、Zanthin™雨生红球藻、Xanmax®叶黄素

特殊医学配方食品

MCT粉，Omega 157（亚麻酸、亚油酸粉）

减肥代餐

圆苞车前子壳粉、绿咖啡、植物纤维（燕麦、柑橘、苹果等）、奇亚籽、
ChiaMax®奇亚籽粉、左旋肉碱、白芸豆提取物

骨骼健康

乳矿物盐



如您想了解更多，请随时与我们沟通，联系方式如下：
  

南京市雨花区绿地之窗商务广场C5栋1105-1107室

电话：+86 025 52360677

邮件： sales@ginobio.com

网址：www.ginobi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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