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NC]——健安喜美国优良营养食品网站 

 

GNC（健安喜）是在国内认知度比较高的一个保健品品牌，屈臣氏、淘宝、天猫

和 GNC（中国）都能买到，而且种类也越来越多。由于他家的产品定位高端，种类

繁多，知名度高，市场广阔，国内市面上有很多假冒伪劣产品，特别是淘宝上的。

虽然 GNC（中国）也能买到正品，但是价格比在美国本土贵很多，因此还是在美国

官网上买既放心又实惠。GNC 官网经常搞活动，像$25 for 3(3 个 25 美元)、40%off

（六折）、60% off（四折）、buy two get two free(买 2 送 2)等等，大部分都是免

运费的，少数在折扣比较大时会有$3.99 flat rate shipping（3.99 美元的平价运

费）。 

我第一次买 GNC 前查过他家产品的不少资料，评价都不错，他家的保健品会根据

性别的不同而添加不同的成分，女士的一般会添加保湿的玻尿酸，美容的胶原蛋白

等等，男士的则添加氨基酸，非常好。第一次试水只选了他家几款明星产品：triple 

strength fish oil、grape seed extract、hair、skin &nails formula，下面跟

大家分享一下购物体验，主要包括三部分：Saving money、GNC 购物流程和转运环

节。 

Ps:如果大家不习惯用英文的话可以下载一个带翻译功能的浏览器，直接翻译成

中文，看起来会比较直观，因为之前海淘过多次了，所以没有选翻译版的，所以下

面图片里的都是英文显示。 

（一）Saving money 

告诉大家一个省钱的渠道，可以选择返利网的链接进入网站购物，我之前用过

Mr rebates 和 Rebates me。这里两个网站都挺好的，首次注册送$5 注册奖励，返

利速度快，一般两三天就会到账户，但是后者的部分网站返利比例高于前者。就以

http://www.lemai.com/goto?nid=12071&t=fbdaDiNGI1m%2BeEco0IOC7ADvHm0mAwtNSa6b2WWqREmoGTPtv9XgCiwQe3AboVRpwTG2NcoS5ga4JB%2F9ZM4


GNC 为例，Mr rebates 返 8%，Rebates me 返 8%+$1。 

需要注意的是：到账户之后显示的是 Pending Rebates，因为购物存在退货、调

换等情况，所以有 90 天的等待期，待 90 天之后账户 pending rebates 才会变成

Available Rebates。 

但在这方面 Rebates me 较 Mr rebates 有个先进的地方，选择 Rebates me 支持

的转运公司，可申请“快速返利”，在转运公司收货后返利金额将变成可用。所以

在此推荐注册 Rebates me。注册账户非常简单，在此不做赘述。 

什么是快递返利？下面是快速返利的介绍： 

 



其中 360hitao 是中行合作对象，可以选择，目前有 8 折优惠，下面是个人中心

界面： 

 

点击立即申请之后进入，需要手机验证，发送手机验证码验证之后，选择符合申

请条件的订单： 

 

提交申请之后 2-3 个工作日工作人员会完成审核。 



（二）GNC 购物流程 

第一步：注册一个账户，每次购物时均用它来进行。 

1、进入 GNC 官网链接 http://www.gnc.com/home/index.jsp。中国 IP 进去后会提

示你是否登录到 GNC 的中国网站。如图：选择 NO 进入美国官网。 

 

2、选择后进入网站主页如下图： 

 

http://www.gnc.com/home/index.jsp


点击网页右上方的的“sign in”进入注册界面，选择如下图篮框内所示的 new customers： 

 

依次填入自己的邮箱、密码、密码确认，账户就设置成功了。 

第二步：选购产品 

1、如果之前有购买目标的话，可以在搜索栏里直接输入英文名称，直接搜出该

产品下单；如果没有既定目标，可以根据自己需求按照产品分类进行挑选。 

GNC 保健品涉及较为专业的名称或术语，不经常看的可能在选择起来存在障碍，

途径之一是打开一个 GNC（中国），在里面搜索英文产品名称；之二是在淘宝或者天

猫网站里搜索该名称。 

我这里以 triple strength fish oil 为例，选择好产品数量，加入购物车，如

下图： 

 



2、如果还要选择其他产品就点击 continue shopping，如果要结算或者浏览购

物车就点击 go to cart，如下图： 

 

第三步：选完产品后，进入购物车结算 

如果有 gold card，就先输入自己的 membership number；若果有优惠编码，就

输入优惠码，然后点击后面的 apply。完成优惠申请之后 subtotal的金额就会做出

相应的变化，如下图（第一张是输入优惠前的，第二张是输入优惠后的）： 

 



 

【上图右侧 order summary 中有一个 sales tax,这个是指消费税，美国有些地区是

要收取消费税的;在它下方有“enter zip code to estimate shipping”,这个是输

入邮编用来测算运费的】 

申请完优惠之后，就点击 proceed to check out： 

 



第四步：进入支付界面： 

 

 



上述选择的是邮寄地址和账单地址相同的选项（下面那行是邮寄地址与账单地址不

相符，如果选择这项就要重新再添加邮寄地址，但是很多国外网站在填写账单地址

时没有中国的选项，我在添加时一般都写同一个地址，有时候还会因填写不一致被

砍单），因此填写地址时应填的是转运公司的地址（GNC 不支持直邮）。【转运公司的

操作流程下面将做详细介绍】进入付款界面： 

 



 

使用 paypal 支付。但是建议用银行卡支付，如果碰到砍单或退货，用 paypal 账

户容易引起汇率损失。 

 

 

如果之前有礼品卡、会员卡和优惠码没有应用，就在此输入，然后点击后面的

apply，最后的 your order total 金额会变成优惠之后的。 

Ps:会员卡有效期就 1 年，需要花费$15,个人觉得没有必要买，因为 GNC 经常搞

活动，且活动力度都大于会员卡的优惠力度，可以再买东西之前多关注网站一段时

间，看看哪天的活动折扣最大，就可以选择哪天下单。 

完成上述操作后点击 continue checkout 进入 review 界面，再次看本单详细信

息，如 shipping add、billing add、shipping method、payment method 和 order 

total，以上信息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就点击右下方的 submit my order.至此



订单就完成，GNC 会给客户发一个 order confirmation 确认订单的邮件，发货后会

发送 shipment mail，跟踪单号链接可查询物流流转信息，直至转运公司收货。 

（三）转运环节 

我之前海淘都是选择的风雷速递，主要是价格便宜，效率也还可以，一般 20 天

左右就能收货，且至今未被税。 

STEP1：注册账号 

通过朋友推荐所注册风雷速递会赠送 20 积分，转运时可抵 20 块钱的运费。大家

可 参 考 我 的 推 荐 链 接 ：

www.thunderex.com/Register.aspx?cs=jason&ref=huiduoduo，进入注册界面之后

输入相关信息注册，全都是中文，阅读无障碍。 

 

http://www.thunderex.com/Register.aspx?cs=jason&ref=huiduoduo


带*的是必填项，填写完毕后点击注册，账号就完成了。 

STEP2：填写到货预报 

发货后选择收货仓库，将快递单号、快递公司名称、预报件数、包裹内容填入相

应格内，如果物品比较贵重且容易损坏可选择仓储保价，下面有仓储保价说明。 

 

风雷有两个仓库，一个是位于美国加州洛杉矶，另一个是位于俄勒冈免税州（该

地址需 5 个工作日方能入库）。 大家可根据自己所购产品选择仓库，免税州虽然免

税但是需要收取转仓费，如果所购产品金额大而重量又轻可选择免税州仓库，如果

所购产品金额较小而又比较重（转仓费高于消费税）就可选择加州仓库。 

STEP3：提交订单 

待货物入库后，风雷速递会给你注册的邮箱发送一封入库通知： 

 

然后登陆风雷账号（风雷提供 30 天的免费仓储，如果超期将收取每磅每天 1 元

的费用），将已入库的货物提交订单。 



首先，选择转运渠道，之前转运的时候都是选择 A 渠道，A 渠道是在重庆口岸通

关，但是今年 4 月重庆海关开始限制每天的清关量，导致 A 渠道的效率降低不少，

原来 20 天作于就能收到货物，现在得一个月左右。但是没关系，风雷速递现在又开

通 B 渠道了，B 渠道是通过天津口岸通关，效率较调整之前的 A 渠道更快，有些客

户 10 天就收货了，效率很高，我上次订单就选的 B 渠道，在此推荐一下。 

其次，根据自己的货物种类填写申报信息，若有不明便的可以打国内客服电话咨

询。他们的工作时间是上午九点至下午五点。 

风雷建议包裹不超 500 元，超过的话容易被税。且目前 AB 两个渠道限制最大重

量好像是 7、8 磅，单件或多件合箱超过的话客服会建议你分箱，所以提交订单之前

自己可计算好怎么分配箱子最省钱。 

再次，选择增值服务，可选项较多，且风雷的免费增值服务较多。值得注意的

是 B 渠道现在要求全部取出单据（降低被税概率），如果想自己保留单据最好不要

选择 B 渠道。 

做完以上这些之后提交订单： 

 



STEP4：支付订单 

点击”我要付款”，然后通过网银或者支付宝支付单费。 

STEP5：等待收货 

支付货款后可在“历史订单”里查询该笔订单的流转信息： 

 

点击发货单号，追踪物流信息： 

 

 

风雷选择的国内快递公司是韵达，他家效率还是不错的，至少我用到目前为止还不

错，(*^__^*) 嘻嘻„„ 

 

收货后，完美的 GNC 海淘之旅结束！！小伙伴们抓紧时间加入海淘大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