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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革01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05年 成立

08年 指定为优秀保健食品制造标准（GMP）企业

10月 认证残疾人标准工作单位

03月 认证ISO22000

07月 认证HACCP（咖啡、调节体重的调剂食品、其他加工产品）

06月 第二工厂完工

07年 第二工厂指定为优秀保健食品制造标准（GMP）企业

第二工厂认证HACCP（糖果类）

04月 获得忠清南道残疾人奖（忠清道知事）

05月 获得食品药品安全局处长表彰（食品药品安全局处长）

04月 获得食品安全经营系统FSSC22000认证

11月 第三工厂软胶囊制造产线竣工

第三工厂指定为优秀保健食品制造标准（GMP）企业 / 第三工厂认证HACCP

天安市商人奖创业大奖奖项



总公司及工厂现况01
COSFARM第一工厂（新址街 156/总公司）
- 工厂占地面积：2,467㎡
- 制造设施面积 : 1,202㎡
- 主要设施 : 混合、颗粒、压片、药丸、装瓶

COSFARM第二工厂（新址街 152）
- 工厂占地面积：3,265㎡
- 制造设施面积 : 1,405㎡
- 主要设施 : 条状包装、PTP包装、综合包装

COSFARM第三工厂（新址街 162）
- 工厂占地面积：4,287㎡
- 制造设施面积 : 2,153㎡
- 主要设施 : 软胶囊、装瓶、PTP包装



组织图01



01 品质管理认证及表彰情况

GMP认证：粉末、药丸、药片、颗粒系列
HACCP认证：其他加工品及其他16种类型
FSSC22000：食品安全经营系统
有机加工认证：4种 残疾人标准工作单位认证

表彰仪式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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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设施现况（粉末产线）02

混合

双锥型混合机(6t/ 8H)
ㆍ2,500L(1台) : 日产量 3,200kg(8H)
ㆍ1,200L(1台) : 日产量 1,600kg(8H)
ㆍ1,000L(1台) : 日产量 1,200kg(8H)

填充

10列条状包装机(81万条/ 8H)
ㆍ颤抖式(7台)：日产量 64万条(8H)
ㆍ搅拌式(2台)：日产量 18万条(8H)
ㆍ枕式包装机(4台)：日产量 3.6万包(8H)

粉末填充机(1万瓶/ 8H)
ㆍ搅拌式(1台)：日产量 1万瓶(8H)
ㆍ以填充500g为准

4列条状包装机(2万条/ 8H)
ㆍ颤抖式(1台)：日产量 2万袋(8H)

颗粒

高度混合机(700kg/ 8H)

ㆍ高速混合机450L(1台) : 日产量 700kg(8H)
ㆍU型混合机(1台)：日产量 1,000kg(8H)
ㆍ总计：日产量 1.7吨(8H)

四边封口包装机(7万条/ 8H)
ㆍ四边封口包装机(1台)：日产量 7万包(8H)
ㆍ可包装粉末、颗粒、药丸



生产设施现况（压片产线）02
混合 压片/成膜

多功能包包装机(1.5万包/8H)
ㆍ三面包装方式(1台)：日产量 1.5万袋(8H)
ㆍ用于药片包装

颗粒

压片机(180万片/ 8H)
ㆍ30冲压片机(4台) : 日产量 180万片(8H)
ㆍ以500mg药片为准

填充（瓶）

药片自动填充产线(1万瓶/ 8H)
洗瓶→投放硅胶→计量→缓冲塑料
→挑选重量 →粘贴标签 →高频密封
→金属检测 →包装

填充（PTP）

PTP包装机(6万包/ 8H)
ㆍPTP包装机(2台)：日产量 6万包(8H)
ㆍ10口：日产量 30万片(8H)
ㆍ6口：日产量 18万片(8H)

高效成膜机(144万片/ 8H)
ㆍ以500mg药片为准：日产量 144万片(8H)
ㆍ以1,000mg药片为准：日产量 78万片(8H)



生产设施现况（制丸产线）02
混合 炼制/制丸

颗粒
U型混合机(1,000kg/ 8H)

ㆍU型混合机(1台)：日产量 1,000kg(8H)
ㆍ1次炼制250kg

填充

自动装瓶产线(1万瓶/ 8H)
洗瓶→投放硅胶→计量→缓冲塑料
→挑选重量 →粘贴标签 →高频密封
→金属检测 →包装

四边封口包装机(7万条/ 8H)
ㆍ四边封口包装机(1台)：日产量 7万包(8H)
ㆍ可包装粉末、颗粒、药丸

自动制丸机(700kg/ 8H)
ㆍ自动制丸机(2台)：日产量 700kg(8H)
ㆍ以4Φ制丸为准
ㆍ可制作3~5Φ

10列条状包装机(12万条/ 8H)
ㆍ颤抖式(2台)：日产量 12万袋(8H)
ㆍ5g以下重量为准
ㆍ重量超过5g：日产量 6万片(8H)



生产设施现况（软胶囊产线）02
调制明胶 成形及干燥

内容液调制

软胶囊成形机器(80万粒/8H)
ㆍ软胶囊成形机(2台)：日产量 80万粒(8H)
ㆍ可制作动物性/植物性胶囊

熔化锅(1,000L / 500L)

真空搅拌(130kg) 干燥瓶(800kg)
ㆍ干燥瓶(16台)：日产量 80万粒(8H)

填充（瓶/PTP）

PTP包装机(6万包/ 8H)
ㆍPTP包装机(2台)：日产量 6万包(8H)
ㆍ10口：日产量 30万片(8H)
ㆍ6口：日产量 18万片(8H)

洗瓶→投放硅胶→计量→缓冲塑料
→挑选重量 →粘贴标签 →高频密封
→金属检测 →包装

药片自动填充产线(2万瓶/ 8H)



生产设施现况（包装形态）02

枕式包装

条状包装 瓶包装(粉末、药片、药丸)

PTP包装 四边封口包装 多功能包装



包装形态(条状包装 / 粉末、药片、药丸)02



包装形态(瓶包装 /压片, 粉末、药片、药丸,压片, 软胶囊)02



包装形态(PTP包装/压片,软胶囊)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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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企划 开发 设计 生产

食品及保健食品

株式会社COSFARM是针对保健食品及一般食品进行产品企划、
产品开发、产品设计到生产，可一键式生产的公司。

提供商品的企划、开发、生产、品控及发货等整个过程的 自主研发订购方式。 根据客户需求生最终产品，粘贴订购者商标、出货的委托制造方式。

建议新产品 评估建议书 产品企划 委托制造 设计 品目申报

审核广告
订购原材、辅材

及入库 生产及验收产品 出货 培训及提供营销方法

提供市场调查及需求评估
消费者动向评估
按各销售渠道信息

产品主题评估
产品剂型、形态评估
价格评估

生产作业标准书
原材料/产品规格书

确认品质后出货
保存样品及品质管理

剂型开发现况

183件
114件

97件

48件

剂型研究开发数量（442件）

生产作业标准书
原材料/产品规格书

确认品质后出货
保存样品及品质管理

委托制造 设计 品目申报 审核广告 订购原材、辅材
及入库

生产及验收产品 出货 培训及提供营销方法



03 健康功能原料开发现况

企业附属研究所

ㆍ利用紫苏叶提取物开发改善胆固醇的保健食品原料
ㆍ利用柑橘皮发酵物开发抗糖尿的保健食品原料

ㆍ利用宝盖草提取物开发抗肥胖的保健食品原料

全罗南道生物产业振兴院 天然资源研究所
ㆍ乌饭果提取物开发改善前列腺功能的食品原料

翰林大学 产学合作

檀国大学 产学合作



03 专利现况



03 COSFARM专属原料
1.个别认证型

2. 公告型原料

3.一般原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