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RT Domains & China 1

中国文化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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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蕴丰厚的中国文化是世界历史与艺术的奠基石之一。但

是在数字时代的今天，它是否拥有相称的全球影响力呢？

通过对两个搜索关键词：兵马俑（历史超过2200年）和毕

加索（仅百余年历史） 进行简单的对比和分析，我们发现，

后者却拥有更高的搜索热度。

在搜索这个主观性很强的领域，中国文化输给了充斥于各

类媒介的西方文化，而后者的优势大部分来自娴熟的营销

手段和与时俱进的数字化适应。西方文化利用这些因素得

到了大范围的普及，而且其热度会随着媒体和流行文化的

自我繁衍而不断提升。尽管中国已经为艺术遗产在数字领

域投入了大量资源，却未显著转化成为全球的文化影响力。

.ART拥有合适的全球性推广数字工具和方案，可助于改变

现状。我们希望中国文化的悠久底蕴和现代化的创新性实

践能够优雅的结合，并在全球性的艺术市场中获得应有的

地位，这即是此次《中国文化丝绸之路》倡议的初衷与目

的。

数字时代的文化影响力
案例研究：兵马俑vs毕加索的Google搜寻趋势对比

毕加索

兵马俑

.ART可帮助将“兵马俑”
的热度从底部提升至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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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是唯一受全球接受的数字基础架

构产品。其客户遍及160多个国家/地

区，用户群全球覆盖率达到99％。

以高忠诚度客户和高质量内容为特色

的.ART是1226个gTLD中增长最快的

20个域名之一。

.ART客户社区成员包含亚马逊、苹果

公司、Instagram、美国银行、卢浮

宫、泰特、苏富比、路易威登、柏林

大剧院等众多知名公司和机构。

.ART坚持以创新为核心。除了利用大

数据收集创建独特的定价算法并实现

艺术关键词排名以外，.ART还是经

ICANN批准可扩展WHOIS记录的唯

一域名区。

普适性 高质量增长 高等级客户

创新性

.ART的优势

总部位于伦敦的.ART在洛杉矶、莫斯

科和北京均设有办事处。广泛的本地

化商业结构让我们能够积极参与全球

艺术和数字技术活动，并让社区成员

有机会接触和加入这些活动。

全球影响力

.ART是体现艺术身份和格调的唯一域

名。作为艺术行业的象征，它像路易

威登一样是高品味和品质的标志。

身份与地位

通过提供实现安全数据存储和访问的

数字工具，.ART为文化组织提供了实

现大规模数字化计划难得机遇。

遗产保护

随着区块链成为“新常态”和NFT热

潮的延续，.ART开始成为以链接安全、

灵活和便捷为特色的加密技术集成化

数字平台。

加密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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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是旨在促进和支持全球创意社区的顶级域名。

通过推动国际倡议和合作伙伴关系和提供创新数

字产品，.ART可成为你进军全球艺术市场的切入

点。

.ART是广域无界的。作为其基础的DNS（域名系

统）技术每天都被全球40亿网民使用，.ART的技

术代表了全球性的共识。

技术创新是.ART的核心品质。除独步于域名领域

的大数据定价系统外，其最近刚刚获得美国专利

的新产品.art Digital Twin能使用安全性极高的

DNS基础架构存储无限量的艺术品数据，可大幅

推动全球性的艺术品数字化和遗产保护。

.ART –拓展你
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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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拓展你的视野

借助合作伙伴、社论和社交媒体，.ART可为客户
提供全球曝光和推广平台。

国际知名度

“提前参与”全球计划

独特产品结构

内容决定未来，.ART保证你永远是自己作品的主
人。不论政府法规和限制有任何变化，.ART及其
产品将始终在全球获得认可。

以.ART为切入点，客户有机会接触全球艺术和技
术领域超过20万的个人和机构。

.ART始终通过社区合作创建所有数字产品，让最
终用户有机会分享自身的愿景和需求。

保障未来

成员资格与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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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标准与高阶位的融合

数字化转型的核心产品

.ART Digital Twin

适用于大规模数字化的安

全数据存放器

加密钱包域名

便携化加密货币集成

数字资产

适用于工作和娱乐的便携

式数字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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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明确表明艺术属性以外，兼具标准化

和高级感的.ART域名还有很多其他功

能。便于识别的名称更容易获得知名度

和流量，其价值也会不断提升。因此可

以将域名视为具有流动性的数字资产，

艺术界内外的域名持有人或域名投资人

和行业领导者都会认可它的价值。

由于上述原因，www.monalisa.art和

其他相关域名的价值要远高于标准域名。

.ART已投入大量资源来分析和确定优

质域名库存的范围（即域名的数量和价

值），并为此开发了独家“大数据”集

合和算法，其功能如下：（1）通过在

线和静态结合的来源收集数亿个单词和

词组；（2）基于23个特别属性的得分

来确定每个词组的相对值；（3）通过

比较库存域名与之前售出的高价域名来

确定域名的价格。经过测算，1.5亿种

潜在词组中只有大约2％具有较高的艺

术价值。这350万个域名也因此被确定

为高级域名。

为避免域名抢注，所有高级域名的售价

会有合理估值。遵循“名符其实”的原

则，.art力图提供最能符合本来面目的

域名空间。

中国客户拥有较高的文化品味较，偏向

选择高级域名。因此我们致力于提供广

泛的选择，让任何个人或组织都能够获

得能彰显品味且符合其身份的优秀域名。

标准和高阶位域名：优秀的投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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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Digital Twin 
美国注册专利（编号：10,805,263）

在2019年9月，.ART团队参加了阿里

巴巴集团举办的年度云栖会议。在会

议上我们介绍了全新产品-.ART 

Digital Twin。该产品本质上是一种信

息验证数字信封，其意义在于通过

DNS系统的安全功能将在线存储的信

息（视频、高清图像和其他大尺寸文

件）容量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作为基于DNS和网站相关基础架构、

技术和协议的解决方案，.ART Digital 

Twin可存储各种信息，识别、收集和

保存艺术、文化或人类创作的任何作

品并确定它们的“所有权”。

由Martha Fiennes为Salma Hayek-

Pinault创作的yugen.art是在.ART 

Digital Twin注册的首个动态图像作品。

“我认为.ART的一大好处是它为我们

艺术家提供了安全的空间。它提供的

域名能保障我们对自己作品的注册权

和著作权。”

Martha Fiennes

基于开发能力、排他权限和应用

范围，.ART在提供此类产品方面

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

karlbrullov.art yugen.art

heyhexx.art liquid-avatar.art

idol-character.art intractable.art

便于注册且不会丢失的安全数据存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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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钱包域名 最少只需2天即可集成任何类型的区块链。

简洁

ENS解决了复制或输入长地址的烦恼。

借助ENS，你通过“ aardvark.eth”

即可向朋友汇款，无需再输入

“0x4cbe58c50480 ...”。此外你还可

以通过“mycontract.eth”与常用联

系人交流或通过“swarmsite.eth”访

问Swarm托管网站。

分布式运行

ENS采用分布式基础架构和治理，任

何人都可以通过参加区块链管理的拍

卖来注册自己的.eth域名。

安全

基于以太坊区块链智能合约的ENS能

弥补DNS系统在安全性方面的不足，

确保输入的名称和地址是真实可信的。

范例：

OurARTwallet.art可用作钱包的参考

地址并代替标准钱包地址（例如

0xf7004095d2d81fe3b5937241

c106aace6d6e8e4a）。

方便记忆

想象一下，每次交易都要输入由26-

35个字母数字组成的钱包地址会有

多麻烦，只要输错其中一个就会造成

转账错误！使用.art域名就可以永远

杜绝这种情况。

.ART域适用于ENS或任何其他加密货币。其中也包括目前热门的

NFT，这个2017年才诞生的工具经过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备受金融、

科技和艺术追捧的行家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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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数字平台众多的情况下（Facebook、

Instagram、Twitter、TikTok、Behance、

Pinterest、YouTube），带有简历、联系方式以及

所有平台链接的数字名片有希望成为效果最好的解

决方案并极大方便潜在客户和合作伙伴找到到你。

以namesurname.art为网站名称能彰显专业性并成

为接触你作品的唯一入口。

数字资产组合–适用于专业和创意工作者的便携式数字身份证明

1

32

janmaly.art
Jan Maly，艺术家兼纹身师

richardforero.art 
Richard Forero，角色动画师

1
mjs.art
Matthew J. Schultz，抽象艺术家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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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ART为切入点你可以接触全球艺术和技术行业

的数十万个人与机构。

.ART客户可通过.ART合作伙伴（Artnet、

Widewalls等）、自有渠道（博客、新闻通讯、官

方社交媒体帐户）或慈善活动获得多重曝光，获

得提前参与计划和接受独家采访（包括视频播客

和网页帖子）的机会。

.ART可以协助保存并向公众开放中国艺术品，让

全球观众有机会更详细地研究中国艺术史。

.ART –引领数字化
永存之道
不在线就无法被全球数字受众发现。只有被人发现才

能获得访问和建立信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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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创新优势 始终站在域名、技术、数字化和金融行业的最前沿

CloudFest，2018年

.ART派团参加了在德国鲁斯特举行的

CloudFest。这届会议汇聚了超过6,500名与

会者、200个参展商和250位演讲者，共同探

讨数字技术如何改变世界。

云栖大会，2019年

阿里巴巴集团每年一度的云栖大会吸引了超过

2万人参加。乌尔维·卡西莫夫在会上展示了世

界上首个数字防伪证明方案-.art Digital Twin。

NamesCon，2020年

.ART团队参加了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举行的

NamesCon，域名行业年度顶级盛会之一。

ICANN会议

.ART派团参加了每一届ICANN会议以了解域

名行业的最新进展。最近一次在蒙特利尔举

行的第66届ICANN会议吸引了来自130个国

家的2.5万名与会者。

第八届世界和平论坛，2019年

包括乌尔维·卡西莫夫在内的1000位受邀嘉宾

参加了由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共同

举办的研讨活动。

RIAC会议，2018年5月

乌尔维·卡西莫夫参加了由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

（RIAC）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在北京举办的

首届RIAC年度会议。

GDS峰会，2018年

乌尔维·卡西莫夫在会上介绍了公司取得的技

术进步并分享了自己对工业4.0前景的看法。

支持领袖人才和探讨当前趋势

在.ART赞助下，当代著名中国画家张进在北京山

水美术馆举行了倍受期待的个展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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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全球性项目

.ART与欧洲历史最长的数字艺术平台携手举办

首届全数字化电子艺术节，共同推动艺术与技

术的进一步交汇。此届展会吸引了数千名访客。

2020年是列宁诞辰150周年，为此.ART组织

了文化和公共活动来共同纪念这位伟人。

.ART是著名的“7 x 7”项目第九届会议的主

要合作伙伴，此次会议由Rhizome网站和纽

约新美术馆共同举办。

以街头艺术博物馆为基础创建的圣彼得堡当

代艺术展让年轻艺术家有机会向主要的艺术

品经销商和顾客展示他们的作品。

支持艺术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电子艺术节 7 x 7会议 Sam Fair Lenin.art

The Art Market Day

由Le Quotidien de l'Art组织的第二届“The 

Art Market Day”在巴黎大皇宫举行。来自世

界各地的300多位艺术市场专业人士参加了此次

活动。

2019年伦敦弗里兹艺术周期间，.ART为艺术

行业领袖提供了早午餐和.ART俱乐部活动，期

间.ART展示了自己的Digital Twin产品。

在线交互虚拟艺术博览会

“CADAF Online”

Investor Allstars 的Investor Allstars。 弗里兹艺术周-艺术行业领袖早午

餐活动

作为唯一专注于当代和数字艺术的博览会，

CADAF于2020年以纯在线形式举行，而.ART

是此次展会的创意合伙人。

.ART连续三年作为 “数字创新艺术奖”的赞

助商参加被誉为欧洲创业与投资界“奥斯卡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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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全球性项目

作为旨在拓展现代艺术观众群体的

EXTENSION.AZ项目的一部分，一群阿塞拜疆

艺术家在莫斯科Triumph Gallery展出了自己

的作品。

在新冠疫情最危急的时刻，ART联合创始人

乌尔维·卡西莫夫发起了这项旨在向医护人员

表示感谢的活动。

.ART创始人乌尔维·卡西莫夫应邀作为发言人参

加Synergy Art Forum。每年有来自世界各地

的数千名访客参加这个在莫斯科马涅斯主展馆

举行的活动。

.ART创始人乌尔维·卡西莫夫应邀参加巴黎蓬

皮杜博物馆举行的媒体日活动并分享了自己

对当前艺术市场的见解。

支持所有私人和公共艺术计划（艺术高于政治）

“Off the velvet chest” Synergy Art Forum 蓬皮杜艺术中心《Cahiers 

d’art》

#FlowersForMedics

迄今已拥有30多年的历史，英国最负盛名的水

彩比赛。在2017年的活动中.ART将域名证书作

为礼品赠送给了该著名奖项的所有入围提名人。

.ART经常参与各种项目并曾向克里姆林宫博物

馆赠送两个17世纪文物以向公众展示。

圣彼得堡国际文化论坛 艺术家网站奖 星期日泰晤士报水彩竞赛 与克里姆林宫、普希金博物馆和

MAMM的合作
在圣彼得堡国际文化论坛期间，.ART派团参

加了福布斯组织的主题为“当代艺术品收集

相关新方法和工具”的讨论会。

.ART与著名策展人和艺术评论家帕迪·约翰逊

合作举办了这项创意比赛，目的是向艺术家传

达数字存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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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活动

多年来.ART一直积极支持慈善举措，包括各类与博物馆、儿童和残疾人相关的慈善活动。

设在耶路撒冷的Shalva致力于

改变残疾人护理的现状，包括

支持他们的家庭和促进社会包

容。该网站可以让受其照顾的

孩子将网友匿名提交的祷文带

到哭墙。

shalva.art

莫斯科摄影双年展是俄罗斯最

重要的摄影展活动。2018年双

年展期间莫斯科马涅斯主展馆

举办了八场大型博览会，展出

了不同国家和时代的摄影作品，

而.ART Domains则是此次展

会的创意合伙人。

莫斯科摄影双年展

.ART Domains出资将玛丽·罗

泽尔的藏品管理与护理指南翻

译成俄文。这本书谈及了很多

让经验丰富的收藏家都感到头

疼的行业难题，涵盖建设馆藏

的基本步骤、税收、保险和藏

品保护相关的诸多细节。

艺术品收藏家手册

安德鲁·基恩著作《互联网并非

答案》因对马克·扎克伯格等富

豪的强烈批评而被昵称为“硅

谷的反基督者”。.ART 

Domains支持了该书的出版。

如果你希望在使用万维网期间

最大限度地避免人身安全风险，

这本详细介绍互联网技术和经

济学很值得一读。

安德鲁·基恩的《互联网并
非答案》

阿塞拜疆摄影师雷娜·阿芬第的

作品《液态土地》获得了.art 

Domains及其创始人乌尔维·卡

西莫夫的支持。该作品中的照

片分为两类：一类记录了阿布

歇隆半岛荒原的环境，另一类

则是作者父亲拍摄的蝴蝶照片。

《液态土地》

艺术组织热心慈善，因为艺术能团结人心并让世界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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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十万会员

从亚马逊、皮克斯、Instagram和
雨果·波士到卢浮宫、泰特美术馆和
洛杉矶艺术博物馆

-我们拥有无比广阔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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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社区发展

自2017年推出以来，.art已在事实上成为了极为活

跃的域名区。在保持高质量注册用户和较高续订率

的同时，我们很高兴地看到社区中的用户都非常积

极地使用自己的网站。目前我们已经有100,000多个

域名被创意产业的个人和机构使用。.art会员来自世

界各地的160多个国家，覆盖从秘鲁到日本的全球大

部分地区，甚至阿鲁巴、尼泊尔和法罗群岛等偏远

地区也有我们的会员。

著名商标拥有者和品牌商更是从一开始就积极加入

.ART社区。其中包括亚马逊和苹果公司，这两家都

已注册多个域名并正在将其用于品牌宣传。美国银

行则已经购买了六个域名，其中的bofa.art被用于其

艺术基金计划；其他加入的品牌商还包括脸书、

Instagram、微软、雨果·波士、薇薇恩·韦斯特伍德、

碧昂丝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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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位于纽约布鲁克林的Kickstarter是一个创意

项目融资平台。截至2019年12月，有1,720万人

通过该平台为445,000个项目提供支持，融资总

额超过46亿美元。

作为由艺术工作者为同行创建的国际性平台，

Jobs.art旨在脱离排名网站的影响，为同行推

荐最优质的雇主并促进公平和真诚的雇佣关系。

泰特博物馆共有四大艺术展馆，其收藏涵盖英

国国家级艺术藏品以及国际的现代和当代艺术

品。

作为多媒体艺术家的史蒂夫·米勒热衷于探索

科学技术对现代文化的影响，他的作品涵盖绘

画、丝印、雕塑以及最炫酷的冲浪板与滑板。

kickstarter.art jobs.art tate.art stevemiller.art

莫斯科多媒体艺术博物馆是俄罗斯的国家博物

馆，致力于展示和发展与新多媒体技术相关的

实际艺术。该馆的创始人奥尔加·斯维布洛娃曾

两度担任威尼斯双年展俄罗斯国家馆的策展人

并荣获法国国家荣誉骑士勋章。

普希金博物館是莫斯科最大的欧洲艺术博物馆，

其藏品达到约700,000件，包括各类绘画、雕

塑、素描、实际艺术、摄影和考古作品。

Volatility.art展示了Matt Kane基于比特币价

格波动创作的数字艺术作品《Right Place＆

Right Time》。该作品和相关域名最近以超

过1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

mamm.art pushkinmuseum.art volatility.art circa.art

Circa旨在支持、矫正、阐明和启发思维。通

过每天20:20（英国夏时令时间）在伦敦皮卡

迪利广场投放发人深省的广告作品，将数字艺

术带给广大群众。

.ART 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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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技术实验组织，Snark.art希望通过

区块链改变艺术创作和收集方式并探索新的艺

术创意和商业潜力。Snark与著名艺术家和数

字艺术领域的新人合作，帮助他们“以区块链

为媒介进行创新，甚至创造全新的艺术流派”。

美国银行艺术基金拥有自己的艺术藏品并为全

球超过2,000个视觉和表演艺术组织提供支持。

除提供创作灵感、团结社区、创造就业机会和

补充学校课程以外，这些组织还能为当地带来

可观的收入。

作为首个专注于协作式视觉对话的社交网络，

DADA旨在结合艺术创作过程及其背后的故事。

该平台整合了区块链技术，让用户可以通过自

己的作品获利。

坐落于瑞士里恩（巴塞尔附近）的比耶勒基金

会现代和当代艺术博物馆拥有和管理着希爾迪

和恩斯特．貝耶勒夫妇收藏的约400幅绘画和雕

塑作品，通过这些藏品可以发现该馆创始人对

古典现代主义艺术的个人喜好。

snark.art bofa.art dada.art fondationbeyeler.art

跨领域的表演和教育中心，阿布拉莫维奇方法

（探索、支持和展示的艺术）的发源地。

当代艺术学院是位于伦敦购物中心的艺术和文

化中心。其宗旨是通过展览、放映、举办活动、

谈话和辩论来支持激进的艺术和文化思潮。

Procreate是一款适用于业余爱好者和专业人士

的iPhone和iPad数字绘画程序。该程序提供

130多种笔锋，可随时随地创建各种素描、绘

画和插图。

mai.art ica.art procreate.art refikanadolstudio.art

Refik Anadol是其工作室的导演和媒体艺术家，

以及UCLA设计与媒体艺术学员的客座研究员

兼讲师。

.ART 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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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来源于生活，我们坚信任何
人都可以通过贡献创意成为艺术
家，包括办公室的咖啡“达人”、
卧室涂鸦艺术家、喜欢收集和命
名仙人掌的爱好者、在网上售卖
自己手绘图案T恤的设计师以及
拍出优秀的照片的摄影家。

“每个人都能成
为艺术家”
约瑟夫·博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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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为所有人服务

来自得州奥斯汀的Ty Palotta是一位屡获殊荣

的纹身艺术家。他的专长是定制融入个人感情

的插图纹身，他熟练的手法和技巧能让纹身如

艺术品一般精美。

Grand Vividus被《福布斯》誉为床具中的“

爱马仕”。作为世上最豪华的床具，一套

Grand Vividus需要熟练工匠花费至少600个

工时才能组装完成。

认为勺子只是普通物品？ 捷克工匠

BřetislavJansa会让你大开眼界。他的木勺雕

刻技艺已经达到巧夺天工的境界，除此以外他

还教授课程和撰写行业出版内容。

网上购物并不总是千篇一律。如果你觉得送鲜

花太过平凡，这家来自莫斯科的零售平台可以

为你提供由草莓制成的花艺品。

typ.art grandvividus.art izice.art magicberry.art

照看宠物并让它们保持健康也是一种艺术。奥

地利兽医KatharinaSpörk就是这样认为的，

她为自己的诊所注册了Spoerk.art。这代表这

家诊所重视所有前来就诊的宠物并会给予其无

微不至的照顾。

新闻中有艺术潮流，且新闻本身也是一种艺术

形式。这个网站就为人们汇聚了全球各个领域

的最新趋势，包括艺术和娱乐新闻以及时事等。

如果你希望为特殊场合准备装饰精美的甜品，

那么来自Pierniki Moniki的Monika 

Hudecka就是你的最佳选择。来自波兰的

Monika是真正的糖霜艺术大师！

spoerk.art trendingworldnews.a

rt

piernikimoniki.art chehalisvalley.art

木材的可塑性非常强。除了独立的精美木雕以

外，雕刻有精美图案的木梁甚至能提升整栋房

屋的艺术气质。Chehalis Valley Slabhaus木

工工作室就具备这样的实力并为自己注册了

.art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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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信赖的战略合作伙伴，
.ART致力于协助悠久的中国文
化和其丰富的艺术品在全球艺
术品市场获得应有的地位。

通过遍布全球的合作伙伴和客
户，.ART有能力在全球掀起新
的中国热，让更多人欣赏和崇
拜中国文化。.ART &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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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与中国：蓬勃发展的伙伴关系

• 在确立了自己的全球市场地位同时，.ART始终非常重视拥有数千

年历史的中国艺术传统。

• 2018年期间，在从工业和信息化部（MIIT）获得经营许可后，我

们的团队广泛地走访了中国各地，向人们介绍.ART域名并与合作

伙伴和创意界人士见面和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真听取了各

方面的想法和需求。我们的行程涵盖了北京、上海、杭州、厦门、

成都、深圳和香港。我们拜访了有影响力的艺术人士和IT界的合

作伙伴。我们还与数十家机构和创意工作者进行了深入交流。

• .ART创始人乌尔维·卡西莫夫是经过评估后选择了阿里巴巴的云栖

大会来介绍公司的创新产品.art Digital Twin。在.ART看来，中

国同时结合了古老的传统技艺与发明和最具潜力的技术和数字创

新市场。

• ART已在中国建立20多个注册机构并与阿里巴巴集团、腾讯和其

他业内领先公司建立了牢固的合作关系。

• 为直接与域名社区合作，.ART正准备在中国建立一家服务于中国

客户的旗舰店，为这些客户提供全球拓展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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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中国合作伙伴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D / B / A Hichina www.net.cn 江苏邦宁科技有限公司 55hl.com

成都西维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www.west.cn Maff Inc. dotmedia.com

Dnspod.IncCN www.dnspod.com 江苏邦宁科技有限公司 nicenic.net

上海美橙科技信息发展有限公司 www.cndns.com 上海贝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oray.com

北京中域智科国际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www.brandma.cn 深证互联先锋科技有限公司 www.idcicp.com

北京国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web.xdns.cn 深圳市互联工场科技有限公司 www.62.com

北京中科三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www.sfn.cn 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cloud.tencent.com

北京中万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www.zw.cn 珠海市时代互信息技术技有限公司 www.now.cn

Bizcn.Com，Inc. www.bizcn.com 环球万维 www.hkdns.hk

成都飞数科技有限公司 www.sudu.cn 西安千喜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qianxiyun.com

中网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www.chinanet.cc 厦门市中资源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www.zzy.cn

深圳英迈思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www.190.vip 厦门典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dianmei.co

北京易介集团有限公司 www.domain.cn 厦门纳网科技有限公司 nawang.cn

易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www.yiyu.com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35.com

福州中旭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www.zxnic.cn 厦门鑫点击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xmisp.com

时代互联国际有限公司 www.now.top 鑫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xinnet.com

广州市运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www.domain.qq.com 郑州世纪创联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www.reg.cn

河南微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www.cndns.cn Aceville Pte. Ltd. www.dnspod.com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万网） www.hichina.com 22net,inc. www.22.cn

互联网域名系统北京市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www.zdns.cn 北京中科三方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zdns.cn

http://www.net.cn/
http://55hl.com/
http://dotmedia.com/
https://nicenic.net/
http://www.oray.com/
http://www.idcicp.com/
web.xdns.cn
http://www.62.com/
http://www.sfn.cn/
cloud.tencent.com
http://www.zw.cn/
http://www.now.cn/
http://www.hkdns.hk/
http://www.sudu.cn/
https://qianxiyun.com/
http://www.chinanet.cc/
http://www.zzy.cn/
http://www.190.vip/
http://dianmei.co/
http://www.domain.cn/
http://nawang.cn/
http://www.35.com/
http://www.zxnic.cn/
http://www.xmisp.com/
http://www.xinnet.com/
http://www.domain.qq.com/
http://www.cndns.cn/
http://www.hichina.com/
http://www.22.cn/
http://www.zdns.cn/
http://zdn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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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具有国际影响力和覆盖全球
的客户网络的品牌，.ART经常出
现在技术和域名行业媒体以及艺
术领域的著名出版物上。

关于.ART的全
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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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创始人乌尔维·卡

西莫夫坚信域名能推动

艺术品市场的革命。

Henri Neuendorf，2017年10月2
日

Georgina Adam，2016年5月27日

.art域名能否推动艺术

品行业走向线上繁荣？

Edward Helmore，2017年3月12
日

新域名能否最终让艺术

界拥抱新世纪？

Katya Kazakina，2017年5月3日

最爱之物：采访.Art 

创始人乌尔维·卡西莫

夫

Billionaire.com，2017年7月27日

为艺术行业开辟共享经

济领地的创新公司

Elena Zavelev，2019年8月15日

艺术行业的区块链未来 新兴的（巴黎）数字

艺术博览会希望吸引

技术巨头

艺术新闻网的系列采访

报道

什么样的域名扩展最适

合创业公司？

域名注册机构.ART使

用Whois存储艺术品

信息的方法获得专利

.art Domains的创始人

入选《观察家》

“2020年度50位最具

影响力艺术人物”

Kim Adsitt，2020年3月16日 Anna Brady，2020年2月25日 Srikanth，2020年2月11日 Andrew Allemann，2020年10月13
日

SISSI CAO，2020年10月15日2020年

艺术市场：竞争与沉寂

关于.ART的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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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创始人乌尔维·卡

西莫夫坚信域名能推动

艺术品市场的革命。

他说虚拟不动产可能成

为新的商业机遇。有越

来越多的人将网站视为

艺术品甚至将其拿到拍

卖会上出售，在这种情

况下域名就具有了直接

的价值属性，而且其价

值直接和对应网站作为

艺术品的价值挂钩。

Henri Neuendorf，2017年10月2日

艺术市场：竞争与沉寂

现在，由俄罗斯风险

投资家乌尔维·卡西莫

夫创立的英国集团公

司正式推出了备受期

待的新顶级域名

（.TL）。卡西莫夫一

直在寻找将数字技术

带入艺术品市场的方

法。他在英国创立的

Creative Ideas战胜了

包括eFlux在内的9家

公司并从监管机构获

得了“ .art”的经营

权。

Georgina Adam，2016年5月27日

.art域名能否推动艺术

品行业走向线上繁荣？

新的互联网后缀为艺术

机构提供了更多可能。

这些后缀指向更加明确，

可靠性更高，有可能推

动艺术品市场的发展。

伦敦当代艺术学会上周

采用了新的.Art后缀，

这标志着艺术和文化业

界也开始拥抱面向未来

的数字技术。

Edward Helmore，2017年3月12日

新域名能否最终让艺术

界拥抱新世纪？

乌尔维·卡西莫夫希望通

过投资.art域名为艺术

品市场带来数字化秩序，

改变其神秘、受伪造困

扰和不愿接受新技术工

具的现状。UKCI打败九

个竞争对手获得了全新

顶级域名“ .art”的运

营权，该公司希望能借

助该域名打造服务国际

艺术界的数字基础设施，

实现从个人、组织到艺

术品的全面覆盖。

Katya Kazakina，2017年5月3日

最爱之物：采访Art创

始人乌尔维·卡西莫夫

乌尔维·卡西莫夫是俄

罗斯最活跃风险投资

家之一，和一名热衷

于艺术品的收藏家。

两年前他创立了.Art这

一适用于创意行业的

新域名并将其称为“

艺术界的数字化制服

”。

Billionaire.com，2017年7月27日

为艺术行业开辟共享经

济领地的创新公司

.art Digital Twin旨在推

动文化遗产数字化并通

过艺术流媒体和众筹服

务实现文化艺术共享经

济。

CADAF数字艺术博览会

负责人Elena Zavelev分

享了自己对推动艺术界

数字化转型的新兴公司

和产品的见解。

Elena Zavelev，2019年8月15日

关于.ART的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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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行业的区块链未来

在.art Digital Twin模块

下，每次域名注册都是

一次初始区块链交易，

这样用于记录艺术品数

据的域名都能在以太坊

名称服务中找到相应的

区块链交易记录。

技术观察家Kim Adsitt

深入探讨了.ART最新推

出的创新产品中的区块

链集成。

Kim Adsitt，2020年3月16日

新兴的（巴黎）数字艺

术博览会希望吸引技术

巨头

Zavelev告诉我们：“

来源和数字验证是急需

解决的重要问题，幸运

的是很多最近涌现出来

的公司都在试图解决这

两个问题。”他还说

Cadaf已经在美国与区

块链公司Artory以及域

名区.ART合作“为通过

Cadaf出售的所有作品

提供真实性证明。”

Anna Brady，2020年2月25日

艺术新闻网的系列采访

报道

2020年，.ART与艺术新

闻网合作发布由.ART创

始人乌尔维·卡西莫夫主

持的一系列演讲，其中

内容摘录自卡西莫夫的

著作《艺术的潜能》。

该书收录了探讨互联网

技术重塑艺术世界的一

系列采访，被采访的对

象均是艺术界杰出人物，

包括Boris Groys、

Philip Hoffman、

Sarah Fitzmaurice、

Martha Fiennes等。

什么样的域名最适合创

业公司？

对于任何从事艺术、图

形设计、摄影甚至写作

的人来说，.ART都是很

好的选择。如果你是一

家专注于委托制作概念

艺术、徽标或其他艺术

作品的公司，那么 .ART 

gTLD是值得考虑的合作

对象。

Srikanth，2020年2月11日

域名注册机构.ART使用

Whois存储艺术品信息

的方法获得专利

美国专利商标局向.art

域名注册运营商UKCI 

Holdings Limited授

予第10,805,263号

（pdf）域名注册数据

库专利。

该专利描述一种使用

Whois的附加注册数

据字段存储对象识别

信息的方法。

Andrew Allemann，2020年10月13日

2012年，艺术品收藏家

和风险投资家乌尔维·卡

西莫夫开始建立新的

gTLD计划并根据该计划

申请“ .art”域名，他的

目标是为创意行业创建数

字社区。该域名于2016

年12月正式启动，自那

时起艺术家和艺术机构可

以使用“ .art”注册简洁

明了且专业指向明确的网

址。

.art Domains的创始人

入选《观察家》“2020

年度50位最具影响力艺

术人物”

SISSI CAO，2020年10月15日2020

关于.ART的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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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维·卡西莫夫：完成.ART域

名注册的新项目提案。

除.ART的Digital Twin项目以

外，在访华期间乌尔维·卡西

莫夫先生还介绍了画家张进先

生在北京山水美术馆举办的

《画事后素》个人画展中的水

墨画作品。这是一次Digital 

Twin作用于让域名与特定艺

术品（而非组织、企业或个人）

相关联上的现实展示。

采访“ .ART”创始人乌尔维·

卡西莫夫：从企业域名到数字

资产

卡西莫夫：“.ART”是通用的

艺术名片

链接艺术界的数字未来：

“ .ART”生态联盟的创建

顶级域名注册机构.Art和建筑艺

术家程大鹏宣布合作

7月7日，水墨画家张进的新个

展《绘事后素》在北京山水美

术馆开幕。此次画展代表了“ 

.ART”创始人，风险投资家乌

尔维·卡西莫夫与中国水墨画家

之间的首次合作。在接受《北

京商报》记者独家采访时，乌

尔维·卡西莫夫详细介绍了他对

艺术品市场全新机遇的看法。

通过卡西莫夫对艺术的广泛了

解以及对中国的特殊感情到他

的各种独立思考，可以明显看

出“ .ART”的初衷和目标就

是联合艺术与数字世界。“ 

.ART”有可能为艺术展会提

供更多的技术解决方案和近乎

无限的可能性。对于独立的艺

术家、画廊、美术馆、博物馆、

艺术项目、商业藏馆和艺术媒

体来说，“ .ART”则是能真

正实现艺术信息全球共享的网

络平台。

作为全球艺术品市场的唯一域

名，.ART致力于创建最活跃和

最具影响力的全球艺术生态联

盟并通过该联盟实现艺术品资

源和信息的全球共享和传播。

.ART域名创始人乌尔维·卡西莫

夫先生在采访中提到：“.ART

域名可链接所有与艺术相关的

内容，包括大型艺术机构、小

型美术馆和个人艺术家。”   

互联网顶级域名注册机构

“ .Art”最近宣布与度•艺术与

建筑设计机构及其首席建筑师

程大鹏先生正式达成合作伙伴

关系。“ .ART”是在国际互联

网管理组织ICANN批准“新顶

级域”计划后诞生的新域名后

缀，其定位是成为艺术界的在

线库房和名片，其目标用户包

括艺术场所、艺术机构与社区

以及独立的艺术家。

关于.ART的中国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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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维·卡西莫夫是一位热爱艺术品的收藏家、活跃的风险投资家和热诚的慈善家。从

鲍曼莫斯科国立技术大学和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毕业后，他曾常年在国家级研

究中心“库尔恰托夫研究所”和其他组织担任领导职务。从2007年起，他开始涉足风

险投资并创立了几家跨国公司。从此他开始打造跨越建筑、信息技术、艺术和互联网

等多个领域的多元化资产组合。此外，他还是鲍曼莫斯科国立技术大学工程业务与管

理专业创新创业学院的名誉教授。他的私人收藏品已经被收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博物

馆。

从本质上讲，艺术是浓缩和代表人类历史的宏大”品牌”。我们

很幸运能成为这一“品牌”在数字领域的管理者。我们像是品牌

分销商，致力于为所有人提供平等使用品牌的机会并激活全球的

创意社区。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悠久的文化和数量繁多的艺术品。鉴于中国艺

术市场的规模和历史，.ART的数字产品将在这里能最大限度地发

挥自己的作用。我们将中国视为至关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并十

分期待在这里开展各种项目。”

“

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成员

2018``一带一路''研讨会、全球媒体艺术市场研讨会
—2018电子艺术节、

2019数字峰会、2019世界和平论坛、2019云栖大
会应邀发言

”
”

“

乌尔维·卡西莫夫, 
.ART创始人，《观察家》杂志“艺术界50位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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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ART，拥抱数字革命的最新成果！
partners@art.art | e.a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