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充满魅力的嘉利 
达世界—
您的全球领先的胶原 
类蛋白质供应商  

提升生活品质



1875 1934 1950 1955 1978 1983 1984 1990 1991 1992 2001 2002 2004

公司发展

GELITA嘉利达	  
创新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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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价值观：
•  信赖	 

我们注重公开, 诚信, 公正, 以礼相待。
•  勇气  

我们勇敢无畏, 随时准备不惧风险探索新路; 我们从错误
中学习, 得到正确的答案。

•  激情  
我们只求最好。

•  共鸣 
我们理解他人, 随时准备伸出援手。

•   责任 
我们的行动果决, 始终如一; 我们信守诺言, 我们能够信赖
彼此, 共同最求企业的长期利益。

•  关注  
我们关心人们、社会和环境。

GELITA嘉利达无意于急功近利, 而是放眼未来, 寻求长久持
续的成功。GELITA嘉利达理解并满足客户之所需, 日复一日, 
坚持不懈地以最佳的方式履行对客户的承诺, 被视为可信赖
的合作伙伴。共同的目标与价值观念, 紧密和谐的全球化协
作是GELITA嘉利达在世界竞争中获得成功不和或缺的因素。 

由GELITA嘉利达提供的解决方案已经成为现代生活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作为胶原类蛋白质的专家, 我们为全球的企业
提供支持，开发提升生活品质的产品。

当涉及客户导向和提供解决方案, 我们的理念很简单: 做到
最好。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得以巩固和延展, 长期稳定地处
于世界市场那个领导者地位。无论是当前或是未来的成功, 
都需要高度的创新力, 最好的品质, 全面的服务和优质的市
场营销方案。GELITA 嘉利达的成就归功于来自全球22个分
支点的员工所赋有的激情, 能力和经验。这些员工为提供客
户日复一日的最好的产品和服务。

未来成功的愿景

提升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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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部
健康与营养

业务部
FPM	原料成分

重新命名	 
控股公司 
GELITA AG

成立 
GELITA  
MEDICAL

启动生产基地 
在中国

VERISOL®

PARGEL®

FORTIBONE®

GELITA® RXL R² TENDOFORTE®

GELITA® ECBODYBALANCE® 
PEPTIPLUS®

NOVOTEC®

FORTIGEL®

GELITA® RXL

平阳新工厂
落成

迄今140多年来, GELITA嘉利达一直致力于开发创新产品, 旨
在不断提高生活品质。如今, 创新已成为我们不断成功的 动
力。基于结构清晰的门径管理 (Stage-gate) 创新过程, 以及
员工的丰富 经验, 我们提供高端优质的解决方案, 不断树立
新的标杆, 从而为我们客户的产品带来显著的高附加值。

嘉利达的发展史

持续创新的发展史

我们密切关注全球市场, 评估发展趋势, 大力地进行研发投
资。我们的创新成果源自与客户, 工业合作伙伴以及科研机
构的紧密合作。我们坚信胶原类蛋白质的市场潜力是无限
的, 市场上对于优质蛋白质的需求在持续不断地增加。因此, 
我们致力于研究天然胶原的新概念及新特性, 并且将获得
的技术转化成符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

我们研发的产品促进潜在市场
需求	–	拥有市场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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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引领全球市场

GELITA嘉利达始终把客户视为平等和强有力的合作伙伴。
我们深信, 客户的成功与我们息息相关。我们十分注重与中
国伙伴的良好合作及互补, 从而实现未来业务的显著增长, 
创造可持续性共赢。

嘉利达在中国拥有3家子公司: 包括上海的销售处以及设在 
辽源和平阳的两个生产基地。中国分支机构是全球22家工厂
及销售处的组成部分。

吉林辽源生产基地:
成立于2005年10月
•     辽源基地生产高品质骨明胶, 产品主要用于制药及食品

领域。辽源生产基地的大部分产品供应于便于吞咽的硬
胶囊和软胶囊。鉴于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 嘉利达计划进
一步扩大辽源的产能 。

浙江平阳生产基地:
•   鉴于日趋重要的中国市场，嘉利达平阳工厂进行了彻底地

技术改造，引进了全球最先进的皮明胶生产设备和工艺，
并于2016年正式投产使用，实现了生产过程封闭管理，生
产环节自动监控，产品质量全程跟踪的全新模式，生产出
的优质明胶能够始终如一地满足食品和药品行业的需求。
目前平阳工厂是嘉利达集团最具现代化的生产基地。

GELITA	嘉利达中国

引领全球技术– 
立足区域合作
•		德国专业技术
•		中国高效合作
•		共创市场业绩对于GELITA嘉利达大

而言, 没有 “不” 或者  
“从不”: 我们的研发人 
员无所不能。

浙江平阳生产基地

嘉利达 (辽源)  
明胶有限公司 

GELITA	嘉利达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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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LITA嘉利达从来就是最优质明胶的代名词。即使如此, 
我们还是加大并扩展了产品组合, 包括胶原, 胶原蛋白肽
和FPM(脂肪、蛋白质、矿物质)配料, 以便能够满足客户
需求的多样性。拥有这些全球天然产品最全面的综合专
业知识, 使我们能够开发出真正的创新产品。目前, 我们
正在制作卡路里管理, 美容, 抗衰老, 身体灵活性和机能性
的产品方案 – 从而使我们的客户在巨大和时尚医疗保健
市场中获益。我们的FPM原料业务部也在不断地开拓新
的应用领域。

三大业务支柱

胶原 明胶 促进身体机能

•	水溶水系统
•	乳化系统
•	水的增稠和粘合

•	泡沫系统
•	乳化系统
•	水的增稠和粘合

•	美容
•	软骨再生
•	促进骨骼结构

I提高口感, 便利和营养特性

促进并有可测性的提高身体健康机能

明胶业务部 胶原蛋白肽业务部
脂肪，蛋白质，矿物 
质业务部 (FPM)

食品, 药物, 照相, 特种技术产品 保健, 营养, 医疗 脂肪, 蛋白质, 矿物质业务部 (FPM)
食品, 动物脂肪, 特殊产品

脂肪 蛋白质 矿物质肽

•	动物食品
•	浓缩动物饲料
•	技术应用

•	食品
•	动物食品
•	肥料

•	饲料
•	肥料
•	技术应用

原料成分应用广泛天然胶原蛋白用于创新型胶囊剂

	 产品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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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LITA® 嘉利达明胶

食品 药物 技术应用

•	糖果
•	奶制品
•	饮料
•	肉类
•	烘培糕点
•	甜点
•	熟食

•	硬胶囊
•	软胶囊
•	维生素包衣
•	血浆膨胀剂
•	伤口处理

•	微封密
•	肥料
•	洗涤剂
•	火柴
•	摄影胶卷和相纸	
•	喷墨纸
•	特殊产品

GELITA嘉利达专门针对客户的应用和需求, 生产品类繁多
的优质明胶产品。我们专注于生产高纯度的明胶, 满足客
户的特殊需求, 采用当今最先进的设备和工艺技术。因此, 
GELITA嘉利达拥有良好的信誉和引领全球的市场地位。  
明胶赋予橡皮小熊糖独特的质感和形状, 为酸奶提供稳定
性和奶油般的质地。食品领域的应用也许是明胶最广为人
知的应用领域，但这绝不是这种超乎想像的的胶原类蛋白
质唯一的用武之地。大多数人还知道, 许多药物和营养补充
剂中常用的胶囊也是由药用明胶制成。但你是否知 

GELITA® 	嘉利达®		明胶,
灵活匹配客户产品多样性。

道, 明胶也是构成摄影胶片涂层的材料? 不仅如此, 它还构
成了喷墨打印纸的外涂层, 甚至能够用来修复损坏的古旧书
籍。在急救药品中, 明胶发挥着血浆扩容剂的作用; 另一方 
面，明胶止血海绵也是外科手术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工具。

明胶让橡胶糖有形, 有弹性, 让酸奶呈现乳状, 柔软滑腻。 
食料也许是胶原蛋白应用的最好例证, 但绝不是唯一的应 用
领域。多数人也知道用于药物和保健补品的胶囊, 是由医 药
明胶制成的。但是, 用于摄影胶片的层料也采用明胶, 打 印
纸有明胶层料, 破旧书籍也可用明胶修复, 这些您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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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制药应用中, 几十年来GELITA® 嘉利达®明胶一直是
不可缺少的辅料。大多数情况下用于生产硬胶囊和软胶
囊, 同时 在片剂粘合剂、维生素包埋和涂层方面也起着
关键作用。此外, 低内毒素明胶被应用于血浆膨胀剂、疫
苗和止血海绵等。

尤其是明胶的成膜性能、热可逆凝胶性和附着力使明胶
具有多样性。凭借卓越的创新, GELITA嘉利达专利产品 
GELITA® RXL明胶, 用于减少交联反应, 为明胶胶囊的稳定
性和溶解性设定了全新的标准。作为各类明胶的主要供
应商, GELITA嘉利达还提供清真认证产品。

明胶在制药领域的
应用具有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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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的关节, 稳健的骨骼, 光滑的皮肤和健康 的指甲 – 胶原
蛋白能保证这些人体的基本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 胶原蛋
白是在动物和人类中发现的最丰富的天然蛋白质。它既是结
膜组织的主要结构之一, 同时也是最重要的蛋白质。所以为
了我们自己的健康, 在日常饮食中摄取足够的胶原蛋白变得
至关重要。因此, GELITA嘉利达提供多种优化的天然生物活
性胶原蛋白肽Bioactive Collagen Peptides®, 可广泛适用于各
种应用。

GELITA嘉利达是胶原蛋白肽领域的领先供应商之一。作为一
家致力于优质与创新的全球化企业, 我们为各种各样的应用
提供量身定制的胶原蛋白肽。我们还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 
以此为我们自身和我们的客户提供产品创新方面的科学支
持, 开发符合市场需求的优质产品。

生物活性胶原蛋白肽Bioactive
Collagen Peptides®促进身体机能	

年轻人
• 加强活力和体型

成年人
•  营养均衡, 提升生活品质

以科学为基础, 勇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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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  美丽肌肤, 减少脂肪

超重人群 
•  低碳水化合物、低脂肪、 

高蛋白、改善能量平衡

老年人 
•  改善灵活性, 预防肌肉损失

功能 优势方案

高生物利用度、多用途、易溶合。最适于饮品。

提高骨骼的稳健性和灵活性,  
提高骨骼组织的实质和密度。

增强韧带和肌腱，减少运动损伤。

保护、帮助及再生关节软骨, 
停止软骨变性。

恢复肌肤水分、防止皱纹生成。

提高肌肉量、减少脂肪量、增加肌肉强度。

骨骼健康

肌腱韧带健康

蛋白质丰富

关节健康

美容

塑身

提高宠物的生活质量和灵活性。宠物关节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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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燃料

动物饲料

肥料

GELIFAT®

GELIPRO®

GELIMIN®

GELIFAT®

GELIPRO®

GELIMIN®

GELIFAT®

GELIPRO®

GELIMIN®

蛋白质, 能源和磷酸盐: 对于这三种资源的需求在全球范围
内正在不断增长。GELITA嘉利达为工业界提供FPM原料, 用
于开发新产品的可能。在胶原类蛋白质的生产过程中, 产生
FPM产品, 包括优质脂肪、蛋白质和矿物质。通过优化运用这
些成分到最终产品及客户的生产过程中, 同时, 提供可靠的
即时送货服务, 我们为客户带来决定性的竞争优势。

脂肪, 蛋白质和矿物质的多 
种应用

GELITA® 嘉利达®FPM成分

GELIFAT® – 用于生产动物饲料、 
生物燃料和技术应用的脂肪。

GELIMIN® – 用于生产动物饲料,  
磷肥和技术应用的矿物质。

GELIPRO® – 用于生产食品、 
动物饲料和肥料的蛋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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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LITA嘉利达有理由坚持可持续的经营方针。胶原类蛋白
质和FPM原料的最重要来源就是自然本身: 健康的动物, 清
新的空气和纯净的水。我们的产品也都是纯净的食。 
GELITA嘉利达采用当今最先进的环保生产工艺技术, 从而保
证最高的产品安全性。通过每个生产阶段不间断的控制, 我
们从最初就对产品的质量状况进行记录。为了保持并发展
稳定的高品质, 我们建立了全球化的质量管理体系。

天然, 可持续, 经认证
GELITA嘉利达承诺质量和安全。

GELITA嘉利达履行并遵守FSSC质量管理系统, 以确保为客
户提供稳定优质的产品。
• 天然蛋白质 (Reg. (EC) No. 853/2004)
• 无过敏风险
• 赋予营养价值
• 清洁标签 (无添加剂)
• 天然、可再生原材料
• 持续降低能源消耗
•  全球质量认证 (BRC, 国家食品加工协会 (SA), 食品安全, 

HACCP, GMP, 防止虫害, EDQM, ISO 9001 和 14001, 清
真，犹太饮食)

•    遵守全球标准 (EMA, USP, EP, JP, OIE, FAO/WHO 食品标准, 
FCC, 食品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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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ccoca

Maringa

Cotia
Westkrugersdorp 

Aix-en-Provence 

Holmes Chapel Stidsvig

Memmingen

Eberbach

Göppingen

Minden

Ter Apelkanaal

Christchurch

股份公司
  
嘉利达 德国 
总部 
Uferstr. 7,
D-69412 Eberbach, 
德国
电话:  +49 62 71 84-01
传真:  +49 62 71 84-2700

service@gelita.com  
www.gelita.com

嘉利达	中国

嘉利达 (上海)
Enterprise Management Co., Ltd. 
嘉利达 (上海) ·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黄河路21号鸿祥大厦11
楼1105室, 邮编: 200003
电话:  +86-21-63352151
传真:  +86-21-63307217     

china.info@gelit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