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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行动
给您的艺术品一张“身份证”

现在行动给您的艺术品一张“身份证”

“中国艺术品鉴证备案服务”是雅昌艺术品鉴定中心为解决艺术品的鉴定、备案，为艺术市场提

供的全方位艺术品鉴证管理服务。从艺术品源头出发，对艺术品进行真伪鉴定、高清图像采集、作品

DNA 数据提取、数据存储备案、版权登记备案、备案数据库查询等措施，为每一件艺术品建立唯一、权威、

可追溯、可查询的“身份证”信息。为中国艺术品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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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尚谊已鉴证作品《激情年代》 何家英已鉴证作品《小提琴少女》 杨之光已鉴证作品《西班牙舞 》 

艺术品征集

雅昌艺术网联合其他艺术媒体向全球艺术品市场征集艺术家的艺术作品，

通过作品征集，实现艺术家流传在外的作品汇集以及方便快捷的集中鉴定和作品集中出版，

同时通过艺术品的征集活动提升艺术家的社会影响力。

艺术品鉴定

雅昌邀请艺术家本人，并组织设置艺术品鉴证备案现场对艺术品原作进行艺术家本人眼学鉴定，

排除伪作，维护艺术家个人作品的纯粹性。

艺术品技术备案

雅昌通过高科技技术手段对艺术作品原作进行纤维结构检测、分子结构检测、元素成分检测，

采集艺术作品的 DNA 数据，按照统一标准进行编辑，统一存入数据库进行备案，

为每一件艺术品制作一套独立、权威的数据“身份证”信息。

艺术品认证

对于已经做过鉴证备案的艺术品，在市场流通过程中，如果需要对艺术作品重新确定真伪信息，

雅昌可通过对送检艺术品进行物理检查，检查结果与艺术品鉴证备案数据库中已备案的

艺术品信息进行比对验证，从而认证艺术品的真伪。

中国艺术品鉴证备案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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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

经“中国艺术品鉴证备案服务”鉴定和备案的艺术品，雅昌艺术品鉴定中心将出具由艺术家签名的《鉴

定证书》，以及有艺术品的 DNA 数据呈现的《备案证书》。

版权登记备案

由中国版权协会艺术品版权保护工作委员会对艺术家所创作的艺术作品进行版权登记备案，

并发放版权登记证书，有利于艺术家作品知识产权的保护。

鉴证备案数据库及全球查询平台

通过鉴证备案对艺术作品进行鉴定、科学检测和检测数据备案后，获得艺术作品的唯一身份信息，

实现艺术品的 DNA 锁定，所有数据存入专业的鉴证备案数据库，并提供网络公开查询平台，

真正实现艺术品真伪信息的可追溯。

眼学鉴定 技术鉴定

藏品送鉴流程

电话申请 400 690 1016-2         线上申请 beian.artron.net

编辑作品整理

艺术家初审

预约藏家鉴证

现场鉴证

技术备案

备份数据云存储，证书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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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采用证券纸

鉴证备案证书用纸全部采用熊猫水印证券纸，此种纸张主要用于印制对强度和耐久性要求极高的证券、

政府法律条约文件等。熊猫水印夹在纸张的中间，是在纸张生产过程中通过

改变纸浆纤维密度的方法制成，纸面光滑细致，纸质坚韧，耐久性强，耐黄性好，可永久保存。

同时，辨别真伪时透光观察即可看到熊猫水印图案。

2. 隐形可变荧光防伪码

每件艺术品的鉴证备案证书均具有唯一编号，编号采用隐形可变荧光防伪码技术印制

在证书作品简介部分。该技术采用专业喷码设备和特殊荧光油墨印刷，防伪码通过肉眼和手感触摸

均无法识别，必须在紫外线灯照射下才能显现，具有隐藏性。

3.RFID 射频电子标签

采用具有全球唯一性的 RFID 标签，3 个 RFID 标签为一组，分别用于艺术品的鉴定证书、

备案证书和公司内部备案。RFID 标签的芯片内存有全球唯一的序列号，

证书可以通过与公司内部备案的标签编码匹配来确保证书的唯一性。

4. 开窗安全线

开窗安全线主要应用于货币、有价证券、证照等产品的防伪。

鉴证备案证书在造纸过程中提前置入开窗安全线，加大了证书的仿制难度。

中国鉴定证书及备案证书
六大高科技防伪功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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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品现场鉴定和技术备案流程

藏家现场送鉴作品

工业品鉴定剔除印刷品

艺术家眼学鉴定

作品高清图片扫描存储

艺术品 DNA 数据技术备案

艺术品原作交接给收藏家

鉴证备案数据云存储

鉴定证书和备案证书发放



     

5. 防伪版纹

针对不同设备印刷极细线构成的底纹图案效果不同的印刷特性，证书采用特殊纹路作为底纹图案，

从印刷的角度大大提升了仿制难度，并防止通过扫描手段复制证书。 

2. 隐形可变
荧光防伪码

3.RFID 射频电子标签

6. 二维码

手机通用的二维码软件可供用户快速登录“艺术品鉴证备案查询系统”，

用户可方便地在网上查询更多与鉴证备案作品相关的信息。

6. 二维码

5. 防伪版纹

4. 开窗安全线
1. 定制证券纸



     

艺术品鉴定试点单位，专业诚信可靠

雅昌文化集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市场司的指导支持下，已获得北京市文化局批复，

成为艺术品鉴定试点单位， 雅昌艺术品鉴定中心享有提供经由国家版权局登记备案的

《鉴定证书》、《备案证书》资质。

备案数据云存储，可查询可验证

用户可随时登陆雅昌艺术品鉴定中心服务平台，对作品真伪信息及真迹详情进行查询，

并通过高清图与所购实物（或在线图片）进行对比，辨别“真伪”。

关联艺术机构在线信息，提供诚信交易保障

鉴证备案作品的数量信息会在送鉴人（送鉴机构）店铺进行体现，提升店铺诚信度，

促进卖家对艺术品的售卖，提升交易成功率。

应用二维码，为艺术品建立网络“身份证”

已鉴证备案的艺术品，可提供该作品对应的二维码信息，以便作品售卖时出现在对应的图录、

艺术品介绍等印刷品上 , 用户通过手持设备方便获取艺术品真迹信息。

已备案艺术品，可随时进行认证服务

已备案的艺术品，可联系雅昌艺术品鉴定中心，通过送鉴艺术品与备案数据的比对进行认证。

雅昌打造中国
首个艺术品鉴证备案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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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鉴证备案图集（纸质版）

对艺术家已鉴证备案的作品进行整理汇编、出版策划、设计印制、

图书推广等全方位出版综合服务。为艺术家及收藏家打造一部绝无伪作取材权威的鉴证作品图集。

作品鉴证备案图集（数字版）

对艺术家已鉴证备案的作品进行整理汇编、出版策划、设计制作电子图书等全方位电子出版综合服务。

电子出版物可上传至 APP STORE 供全球下载。

鉴证备案图集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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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品鉴证备案服务全面开展

雅昌艺术网现已联合国际、国内知名艺术家，及拍卖行、画廊等多家艺术机构，全面展开“中国艺

术品鉴证备案服务”，面向全球征集艺术家的艺术作品。现已有近 300 位知名艺术家加入鉴证备案行列，

1000 余位藏家送鉴艺术作品。鉴证备案服务应用科技手段让中国艺术品传承有序，得到 CCTV 新闻联

播、南方日报、光明日报等 150 余家全国主流媒体的关注，并重点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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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艺术家靳尚谊签约鉴证备案服务

著名艺术家冯远签约鉴证备案服务

著名艺术家何家英签约鉴证备案服务

著名艺术家石虎签约鉴证备案服务

著名艺术家潘公凯签约鉴证备案服务

著名艺术家史国良签约鉴证备案服务

著名艺术家范扬签约鉴证备案服务

著名艺术家杨之光签约鉴证备案服务

著名艺术家卢禹舜签约鉴证备案服务

著名艺术家李津签约鉴证备案服务



     

中国艺术品鉴证备案
中国行全面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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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8 月 28 日“诚信与传承”中国艺术品市场征信论坛暨中国艺术品鉴证备案中国行启动仪

式于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同年 10 月 17 日，“诚信与传承”中国艺术品市场征信论坛暨中国艺术

品鉴证备案湖南行，作为文化部举办的全国艺术品市场法制宣传周主题活动之一，于湖南长沙群众艺术

馆圆满举行。

2014 年“中国艺术品鉴证备案中国行”活动走进河南、山东、广东、江苏、山西、陕西等省市，“中

国艺术品鉴证备案服务”的鉴证现场亦将伴随中国“艺术品鉴证备案中国行”活动走向全国， 进而让中

国艺术品传承有序的理念深入全国。

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关宇
于鉴证备案中国行启动仪式致辞

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万捷
于鉴证备案中国行启动仪式致辞

湖南省文化厅厅长朱建钢
于鉴证备案湖南行致辞

中国艺术品鉴证备案
中国行启动仪式于钓鱼台举行

中国艺术品鉴证备案
湖南行活动现场

中国艺术品鉴证备案
河南行活动现场

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副司长庹祖海
于鉴证备案湖南行致辞

鉴证备案相关信息问答

 问：雅昌是“中国艺术品鉴证备案”第一家吗？

 答：2013 年 5 月 20 日，北京市文化局批复雅昌文化集团等五家单位成为北京艺术品鉴定试点单

位。雅昌第一家正式推出“中国艺术品鉴证备案服务”，并且顺利开展了一年多鉴证备案工作，迄今已

和 300 位艺术家，1000 余位藏家展开艺术品鉴证备案工作。

 问：目前雅昌只做在世艺术家的作品鉴定吗？

 答：此服务目前以当代在世艺术家作品为主要鉴定对象，暂未启动过世艺术家作品和古代艺术品的鉴

定。长远来说，现在用科学手段将在世艺术家作品“备案在册”，是减少将来作为古画的艺术品的争论。

 问：“中国艺术品鉴证备案”服务有什么社会价值？

 答：明确鉴定主体，赋予艺术家鉴定自己作品的权利；用科技手段解决真伪艺术品保存的问题，为

后世留存鉴定依据；从证据出发，在艺术品流传有序的基础上，建立艺术市场诚信体系，保障收藏家，

艺术家等多方权益。

 问：鉴定后的数据会保存多久？

       答：鉴定后的数据会在中国艺术品数据库永久保存。我们对数据库中的全部数据均采用了高级别的

加密技术，并实施了严格的数据存储措施，将数据于北京、上海、深圳同时安全备份。数据库并使用了

网络级应用、后台数据存储的服务器分离等技术手段，这些安全管理措施起到了最好的数据保护作用。

基础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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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鉴证备案能为收藏家带来什么价值？

 答： 首先通过第三方服务平台，有鉴定要求的收藏家，可以方便快捷的进行艺术品真伪查询和送鉴。

其次，流传有序的艺术品，可以为藏家创造更高的收藏附加值。再次，鉴定结果的第三方存储和备案可

以解决艺术品传承时的后顾之忧。最后鉴证备案可使收藏者在交易过程中获得更高的信誉度。

 问：直接购置艺术家本人的艺术品，还要做鉴证备案吗？

 答：艺术品经过多次交易和流通后，源头证据就会模糊，此时由第三方平台存储备案的鉴定证据可

作为您的举证依据和有序流传的保障。

 问： 艺术家会把假的作品看成真的吗？

 答：如果艺术家把伪作鉴定为真品，意味着其精品数据库和传世画册中将留下了伪作，艺术家并不

希望市场上有赝品流通。雅昌艺术品鉴定团队会对送鉴艺术品的创作情景进行分析，并且采用专业仪器

进行作品 DNA 数据分析比对，而非仅仅依靠艺术家本人的眼学鉴定作出结论。

 问：艺术家会把真的看成假的吗？

      答： 雅昌认证的是艺术家确认的作品，并出具证书。如果艺术家眼学鉴定为假的作品，或者创作时

间较久，无法确认的作品，将不会被鉴定，首次被艺术家拒绝鉴定的艺术品，可以申请艺术家二次鉴定。

    “中国艺术品鉴证备案”在逐步减少伪作的危害，如果认证成为常态，艺术家在创作完成后，收藏

家或中介机构在收藏时就第一时间进行认证，就可以大大减少原作被认假的现象。

藏家疑问解答
 问：“艺术品鉴证备案”服务对象是谁？

      答：“中国艺术品鉴证备案服务”面向全球艺术家、收藏家、画廊及拍卖等艺术机构，为其提供全

面的艺术品征集、鉴定和备案服务。

 问：如何获得鉴证备案服务？ 

       答：申请获得鉴证备案服务，您只需拨打 400 690 1016-2，将有专业客服为您提供咨询服务。您

亦可以登陆 beian.artron.net 进行线上送鉴。通过艺术家初步鉴定后，客服人员将进一步为您安排现场

鉴定，技术人员将现场为您提供艺术品的鉴证备案服务工作，并出示鉴定结果。

 问：做完鉴证备案发什么证书？

       答： 鉴证备案过的作品，将由雅昌艺术品鉴定中心发放三本证书，具体包括艺术家本人鉴定的《鉴

定证书》，雅昌艺术品鉴定中心出具的《备案证书》及由国家版权局出具的《艺术品著作权登记证书》。

 问：鉴定证书会被伪造吗？ 

       答： 雅昌艺术品鉴定中心出具的证书具有多种防伪功能。证书采用防伪证券纸、开窗安全线、隐形

可变荧光防伪码、RFID 射频电子标签、防伪版纹和二维码六方面的防伪技术，六大防伪技术的联合运用，

充分保证了为艺术品出具证书的权威性和可靠性。

 问：可否提供上门鉴证服务？ 

      答：雅昌艺术品鉴定中心已开通上门鉴证备案服务，服务人员和技术人员将根据客户需求携带设备

到客户指定地点提供服务。



     

 问：所有艺术品都可以做鉴证备案服务吗？ 

      答：目前雅昌艺术品鉴定中心主要针对在世艺术家的作品进行鉴证备案服务 ; 艺术品鉴证备案服务

的艺术品类目前主要为平面类作品，具体包括中国画、油画、版画、水彩水粉等。

 问：做完鉴证备案怎么查询备案信息？ 

      答：登陆 beian.artron.net，按照备案编号、作品名称、艺术家姓名三种查询方式进行搜索，即可

查询备案信息。

“这些年来，社会上有很多书画鉴定机构，在这中间我看到了国内最大的设计、印刷、出版集团——雅

昌。雅昌利用现代科技水准及其在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巨大影响力不断推动市场，个人觉得是非常好的。”

——著名艺术家冯远先生

“书画赝品泛滥一直是艺术家非常头疼的问题，雅昌艺术网和拍卖机构合作建立备案身份证是个挺好的

办法，相信通过一步步的努力和推进，很大程度上会杜绝赝品猖獗的状况。”

——著名艺术家潘公凯先生

“藏家用一年的收入买张假画，画家看着心疼啊，雅昌用科技仿制艺术品，雅昌用科技鉴证艺术品，一

辈子我做的好事里，这算一件。”

——著名艺术家杨之光先生

“收藏家作为产业链条的最后一环，往往受到假画的影响是最直接也是损失最大的，尤其是对于一些知

名艺术家的作品造假更是让人深恶痛绝，所以，我要加入鉴证备案！”

——著名艺术家何家英先生

“当代书画造假对艺术家作品造成巨大冲击，也给藏家带来困扰，伪作的泛滥让热情投身收藏的人望而

却步，而雅昌鉴证备案正是顺应了文化发展的时代需求。”

——著名艺术家卢禹舜先生

“雅昌的中国艺术品鉴证备案服务，是一套权威科学的艺术品鉴定体系，为了中国艺术品的传承有序，

请加入我们。” 

——著名艺术家范扬先生

“多年以来被假画所困扰，一直在期待有机构来做这个事情，艺术家参与这个事，很有意义……”

——著名艺术家李津先生

“自古以来，中国艺术家的作品总是需要鉴定家来判定真伪，即使是在世艺术家对自己作品的鉴定也没

有话语权。遇到赝品，法院却要求艺术家本人举证。而收藏家更是无助，精心的收藏不断引起专家们的

争论。鉴证备案则是赋予艺术家鉴定自己作品的权利，让收藏家放心收藏。”

                                                                                         ——全国政协委员、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     



     

诚信是艺术行业安身立命之本，

证据是诚信的基石，

从现在的混沌通往将来的澄清，

需要艺术家、收藏家与我们共同携手。

鉴证备案，着手当下，决定未来。

雅昌艺术品鉴定中心

400 690 1016-2
beian.artron.net

雅昌艺术品鉴定中心
服务平台全新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