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PTAN® 胶原蛋白肽
让您保持身体
灵活和敏捷度
Peptan® 胶原蛋白肽能维持
结缔组织的健康，为运动
爱好者提供自由活动和
提高效率的物质基础，
同时也有助于预防受伤。

对于运动者来说，最佳的
营养关键是能够获得理想
的体质、从训练疲劳中恢
复、改善体能、提升运动
表现、以及降低受伤风险。

健身生活方式的使用者 1
• 热衷身体和身心健康的
人士

不定期的使用者 1

主要使用者 1

• 主流消费者
• 体重管理和运动人群

• 运动员精英
• 健美运动员

为什么PEPTAN胶原蛋白肽有助于运动和健身营养？
独特的氨基酸
组成结构
Peptan 含有高浓度的羟
脯氨酸、脯氨酸和精氨
酸，能提供独特的健康
益处

生物活性 &
高度可消化性
90%以上的胶原蛋白水
解物在口服后即被消
化，迅速吸收–随时准备
在人体中递送他们的健
康益处 2

清洁标签
天然成分和安全
Peptan 是天然成分、具
有清洁标签的蛋白质成
分，无添加剂和防腐剂

能够提供哪些健康益处？
胶原蛋白肽是具有生物活性的蛋白质，通过刺激局部细胞产生

能够保护结缔组织、和减少
关节不适以及任何关节创伤的风险 3,4,5，最新的科学
研究证明，Peptan 还具有抗炎作用6。
更多的胶原纤维和基质，

胶原蛋白肽还能
 提供蛋白质能量来源 7
 帮助肌肉再生 8
 有助于体重管理 9

PEPTAN
的功能特性：

 中性味道和气味
 溶解性好
 容易混合

 粘度低
 耐热性好，稳定性好
 溶液透明

PEPTAN，
运动营养的
解决方案
乳制品

请关注我们的官微

peptan.com.cn
100% 罗赛洛生产并销售

粉状冲剂饮品

饮料/口服液

片剂&胶囊

营养棒

从我们的联合创新、
承诺和全球技术中获益
成为Peptan® 的合作伙伴，
您将享有更多的核心利益
高品质 &
安全性

可信任的
科学验证

优化配方

联合创新

共同发展

我们是全球领先的胶原蛋白肽生产商，配合遍布全球的业务
网点和客户至上的企业文化， 令我们与客户成为了紧密无间
并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我们能够为客户提供最广泛的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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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肽生产线， 以便迎合各种创新产品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