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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eep ecological theory and value chain theory,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rt 

marke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in the art market production, circulation, 

consumption and other links, and conducts a targeted analysis of its supply chain and art trading industry 

chain. It believes that the lack of value system, upside down market structure, and capital orientation of art 

investment have led to an imbalance in the art ecology, and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building a "hive structure" 

ecosystem in the art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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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基于深生态理论和价值链理论，从艺术市场生态环境的角度入手，总结了艺术市场生产、流通、

消费等环节存在的问题，并对其供应链和艺术交易产业链等进行了针对性分析，认为价值体系缺失、

市场结构倒挂以及艺术品投资的资本导向导致了艺术生态的失衡，并提出了建设艺术市场“蜂巢结构”

生态系统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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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理论基础 

深生态学理论（Deep Ecology Theory）由挪威哲学

家纳斯（Ame Naess）提出，是关乎现代环境伦理学的

一种创造性理论[1]。该理论认为生态问题不能仅从技术

角度解决，而要从哲学、伦理、政治、社会等方向去探

索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经济活动、文化活动等与

人类所面临的环境危机之间的关系，从而保证人与人、

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基于此雷毅（2012）认为生

物的自我实现就是不断扩大自我与他人、他物的认同过

程。在这个进程中最终会实现“生态中心主义”的结果[2]。

在艺术市场中，我们考虑更多的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而是要从深生态学的角度探讨人与人、人与行业、行业

与行业之间的相互协调。 

价值链理论（Value Chain Theory）由美国著名管理

学专家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提出，他认为企

业活动是一个集合，由设计、生产、销售、输送和辅助

等部分组成，指出价值链包括企业内在价值链、竞争者

价值链和行业价值链三部分，其中行业价值链主要指企

业需要从整体行业所处环境出发，从更高的角度审视供

应商、生产商、经销商的关系，通过价值链来降低成本
[3]。 

2．我国艺术市场交易现状 

从整体艺术市场交易来看，中国市场经历了由飙高

到回落的阶段。2011 年，中国艺术品交易份额一度超过

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艺术品市场，但随即就在 2012 年

大幅回落，再度被美国取代。2013 年虽小幅回升但依然

无法撼动美国地位，在经历了昙花一现式的辉煌之后体

现出前进无力的疲态，当年中国继续保有全球艺术品交

易第二名头衔，占全球艺术品市场份额的 24%；全球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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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艺术品交易市场依然由美国把持，占总份额的 38%；

第三位则是英国，占有 20%的市场份额，此种态势一直

保持至 2017 年，除美国持续领先之外，中国和英国交

替排名次席。2017 年全球艺术品市场交易总额 637 亿美

元，继两年下滑之后实现了交易额和交易量的回升，其

中第一名美国市场份额为 42%，中国 21%，英国 17%。

从交易额来看，2017 年中国市场成交额为 132 亿美元，

其中 70%来自拍卖。在拍卖引领成交额增长的同时，不

难发现中国画廊行业当前发展依然缓慢。对于近年来整

体艺术市场发展趋势，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宏观经济进

入下行空间、中美贸易摩擦的前提下，“调整”依然是艺

术市场生态之中的关键词[4]。甚至也有观点认为，此种

持续多年的调整具有结构性特征，如果不能解决中国艺

术市场文化影响力的问题，那么调整前景将呈现“L”型

路线，即无限期低迷发展[5]。 

3．艺术市场结构缺陷与问题归纳 

3.1. 艺术市场的结构分析 

艺术市场的繁荣有赖于各类参与群体的集体觉醒，

转变传统急功近利的以资本和市场为导向的价值观念

为以生态为重、关心艺术市场整体环境的“生态导向”

价值观，是其中的决定影响因素。以下对艺术市场中的

供应链和产业链进行分析： 

3.1.1. 供应链分析 

供应链是一个流通的概念。供应链涉及产品提供给

用户的上下游活动，以艺术市场供应链而言，就是从艺

术品创作到销售再到最后被消费的阶段，这其中，我们

将中间最关键的销售平台即画廊和拍卖行视作核心环

节；将艺术家及其经纪人视作供应方；而将各类收藏家

和投资人视作供应链下游用户。分析可知现存艺术市场

供应链中虽然也存在着供应、经销、用户等层次，但其

关系较为复杂，作为供应商的艺术家，既有可能直接同

核心经销商联系，也有可能通过其经纪人与之交涉，更

有一部分收藏家也在充当着中介的角色；作为核心经销

商的画廊与拍卖行地位倒挂，二者不是艺术家推介与艺

术品推广的合作分工，而是存在着相当大程度的竞争关

系；作为用户，既有资本运作为目的的投资者，也有部

分收藏家作为最终用户。供应链体现了结构成员之间相

互依存关系，这种关系应该是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掣

肘，其整体运作效率非常重要，对于供应链流畅程度要

求较高。 

3.1.2. 产业链分析 

产业链描述同一产业不同分工的企业群落之间的

内在联系，其范围大于单一企业的供应链，完整的产业

链应体现连贯的产业过程。艺术市场存在于整个艺术品

交易产业链之中，对于这条利益链，关键在于挖掘和强

化上游群落的存在价值，只有这样中下游的交易和流通

领域才会有进一步发展空间。当前围绕我国艺术品市场

展开的产业链条非常不完善，从上游的生产环节来看，

由于学术机构的缺失，导致作品风格的散乱无章，核心

生产力积弱难返；业务服务方面，保险、金融、仓储等

专业服务均有缺失，其工作目前完全由经营群体自己承

担，既不专业，风险也高；作为影响产业发展的重要信

息服务环节中的举足轻重的力量，行业协会和研究机构

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游离于市场之外；业务推广

乏力，举措不多；市场监管完全缺失；投资收藏缺乏系

统规划与专业指导。所以说，我国当前艺术品市场的产

业链条，是一条不完整、不科学的“残链”，需要以深

生态理念为导引，在兼顾盈利能力和生态空间的条件

下，补足、延伸其产业链条，实现行业突破发展。 

3.2. 艺术市场结构问题 

从艺术生态结构来看，中国的艺术市场内部存在着

如下问题： 

3.2.1. 生产层次，学术研究缺位，价值体系缺
失 

部分艺术家，未能建立起符合中国本土精神的艺术

价值体系，而是一味跟风西方标准，由此获得资本青睐

（范伟民，2009）[6]。而西方资本占据中国艺术市场交

易份额越多，西方价值观对艺术家价值判断的影响就越

深入，最终导致一种唯市场马首是瞻、跟风创作的艺术

习惯，导致艺术市场虽然表面繁荣，但作品整体风格趋

同，格调有限。吉昆（2017）亦认为随着近几年图式化

风格的流行, 艺术正在大踏步向娱乐化方向迈进，艺术

市场失去了严肃传统，变得越来越趋同于时尚市场[7]。 

3.2.2. 流通层次，两级市场倒挂，艺术精品枯
竭 

一方面，作为二级市场的拍卖行殚精竭虑的想要提

高拍品拍卖价格，在征集拍品的过程中与各类艺术家有

着太多的交集。这种将二级市场触角深入生产领域，“订

单式生产”的做法或许提升了拍卖行自身的重要性，但

对于整个艺术市场而言却并非长久之计。艺术家长期稳

定的作品风格的实现和个人发展路径的规划离不开画

廊的塑造，画廊自身市场积累、学术经验、社会资源等

对其进行包装与推介，在此基础上逐渐建立起作者成熟

的艺术风格，这显然是关心以最高效率实现产品增值的

拍卖行所无法胜任的，当前由于画廊的缺位，我国的拍

卖行不得不有意无意的充当着一次推介的角色，长远来

看，这对艺术市场生态而言并无益处。另一方面，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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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属于艺术品交易一级市场，但由于我国特殊市场环

境，其生存要比拍卖行业恶劣的多，在一二级市场市场

地位扭曲现实和国际知名画廊的联合挤压之下，国内一

些画廊放弃自身对艺术家发展的长期关注，不再注意对

艺术家及其作品进行宣传、推广和包装，渐渐沦为通过

倒买倒卖赚取差价的画店，甚至成为不法商人和政客的

洗钱工具，发展前途暗淡。 

3.2.3. 消费层次，资本运作导向，艺术修养欠
缺 

一方面中国藏家在艺术消费偏好上，与西方藏家有

着明显区别，这种区别体现出一种“定向性”。中国藏家

出于情感的原因，更倾向于中国艺术，90%的中国藏家

只收藏中国艺术作品，而且其尤为青睐的是近现代书

画，而对当代艺术显得兴趣不高。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

收藏机构等投资资本进入到市场之中，金融资本逐渐替

代传统收藏家成为了决定艺术市场的重要力量，大部分

收藏者把自己定位成投资人而不是艺术家，资本的逐利

性导致其对艺术市场生态环境问题欠缺思考，一旦经济

环境发生变化，金融资本的大量退潮将直接影响艺术市

场很难获得足够的发展驱动。针对这一点，杨紫怡

（2017）曾提出艺术市场越来越受到金融领域的压力，

由宏观环境所带来的金融风险不可避免的将更多的影

响艺术领域[8]。 

4．艺术市场健康发展与生态系统的重建 

艺术市场问题的最终解决，不能满足于独立层次的

修补，更应该注重整体环境的重塑。艺术市场是一个完

整的生态环境，围绕艺术市场存在着一个复杂的“生态

圈”，维持这个系统之中各相关群落的良好、高效、有

序的发展，是整个艺术市场良性运转的基础，也是破解

当前我国艺术市场低迷运行的良药。生态观念指导下的

艺术市场应体现艺术反映自然、艺术融入社会，社会反

哺艺术的和谐、共存、合作的关系。构建健康发展的艺

术市场，必须明了一个前提，即“环境决定生存”，有

什么样的生态环境，就有什么样的市场特征。今天艺术

市场中所面临的大多数问题，其实都能够从艺术生态的

失衡中找到答案，低层次的修修补补，已经无法完全解

决这种失衡所造成的恶果，因此，秉承“环境决定生存”

的主旨，依照深生态发展观，重建一个群落与群落互洽、

群落与系统共生的生态系统成为了艺术界的重要责任。 

在这个生态系统中，艺术家、专业机构、学术机构、

交易市场、行业协会、各类服务组织、政府部门、金融

机构和互联网平台等都各司其职，在自身职责范围内构

建着链条上的每一个模块，以自身为中心营造“生态微

环境”，各模块通过利益链条相连，其交汇的中心点在

于艺术品流通环节，通过模块之间的相互支撑、紧密合

作、融会贯通来完成整体价值链条，形成和谐的艺术氛

围，打造构造合理、结构牢固的艺术市场“蜂巢式”生

态系统。艺术市场“蜂巢式”生态系统实现了艺术生产

系统、业务系统、收藏系统、先导服务系统、后续服务

系统、信息系统和监管系统七大模块的协调统一，七个

模块构成三条相关链条，所有链条都交集于业务系统这

个流通的中心环节。 

4.1. 生产系统 

以学术机构的研究课题为起点，通过将艺术理论成

果、艺术前沿动态、艺术价值取向向艺术家传递，从而

实现包含了经纪人、艺术顾问、艺术展馆和策展人以及

收藏家在内的整个生产系统微循环，在此模块之中，艺

术家将不再单单扮演一个闭门造车或者跟风而动的创

造者，而是各类艺术理论的实践者和艺术观念的集大成

者，有助于他们形成清晰的价值取向和独特的作品风

格。 

4.2. 业务系统 

调整了画廊与拍卖行的关系，解决了当前一二级市

场倒挂的问题。在对画廊与拍卖行业务整合的同时，增

添了艺术交易所这一新型交易平台作为补充交易形式。 

4.3. 收藏系统 

生态链的最终环节，也是整体生态循环的起始环

节。在“蜂巢结构”中，投资人、收藏家不是盲目的、

仅凭价值导向进行相关艺术品的消费，而是在艺术顾问

和投资顾问的协助下，从美学和市场角度同时考虑对艺

术品的投资收藏，并通过参加学术峰会和增加国际交流

等方式构建交流机制，提供更理性的艺术见解和国际化

收藏视野。藏品展示机制也鼓励收藏家和投资人将所保

存的艺术品面向公众开放展览，在提升藏品美学价值的

同时，也起到扩散受众群体，激发更多民众艺术热情的

作用，从而为艺术品创作与交流提供更加广阔的孕育温

床。 

以上生产系统、业务系统和收藏系统构成艺术市场

生态系统的产业链，促进艺术品价值的全过程转移。 

4.4. 先导服务系统 

先导服务系统提供具体艺术业务产生之间的鉴定

服务、咨询服务、金融服务等环节专业化服务。 

4.5. 后续服务系统 

后续服务系统提供艺术交易发生之后的保险服务、

仓储服务、物流服务等环节，将专业工作交于专业人士

处理，理顺流通流程。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448

246



以上先导服务系统、业务系统、后续服务系统构成

艺术市场生态系统的服务链，通过引入专业化服务机构

提高整体市场交易流动性，保证艺术品交易更加流畅。 

4.6. 信息系统 

信息系统解决了影响艺术品交易效率的信息问题，

主要包括负责提供理论支持的研究机构、由负责提供咨

询、组织、协调、协助工作的行业协会、负责对艺术作

品审美情趣、为价值体系提供意见的批评家形成，承担

信息咨询和建议职能。 

4.7. 监管系统 

监管体系是现有艺术品交易的缺失环节，监管可以

视作一种确保价值传递过程顺畅并能够将企业、行业、

公众和更广泛的宏观环境的反馈信息及时回馈产业链

中的机制，它可以保持行业始终处于平衡发展的轨道之

中，是构成功能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上信息系统、业务系统和监管系统构成了艺术市

场生态系统的功能链，在此链条中，建议体系、业务系

统和监管机制形成了一种信息共享、监督反馈、改良促

进的良性互动关系。 

在以上七大系统模块和三条关系链条中，每一个模

块都是一个良性循环的子系统，每三个模块构成一个与

市场发展休戚相关的利益链条，模块与模块之间相互依

存，相互支撑，所有外围模块的核心都指向业务流通系

统这一艺术品交易的最核心环节，从而构成了一个完

整、健康的生态系统结构。 

5．结论 

当前我国艺术市场的低迷固然是对近年来野蛮增

长的盘整，却也不妨将其看做重塑艺术生态的绝好契

机。其实这种市场的高低起伏，正是生态系统在自发的

进行结构调整，业界要做的只不过是在最合适的时机，

做最关键的推动。而现在，这一机遇已经到来。在深生

态理念的指引之下，建立起一条围绕艺术市场形成的完

整产业链，将所有产业链上相关群落都纳入到生态系统

中。在艺术市场的“蜂巢式”生态系统中业界、产界、

学界、商界、政界联手打造了一个紧密相连、互助合作、

互利共赢的产业环境，在此环境中重生的艺术市场将换

发勃勃生机，它将是艺术——社会——自然生态观的完

美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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