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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伦敦 Sunny Art Centre 艺术中心是一家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国际化艺术

机构，坐落于伦敦一区繁华的大法院大街 (Gray's Inn Road)。该区域历

史悠久，正对面的大法官荣誉协会（Honorable Society of Gray's Inn)

可以追溯到 1370 年，这里一直是英国大法官和律师的聚集地，也是莎

士比亚戏剧最早演出的地方，同时还是弗朗西斯·培根爵士 (Sir Francis 

Bacon) 的旧所。此外，本区域位于伦敦最著名的金融中心，毗邻圣保

罗大教堂和大英博物馆，距离伦敦市中心大法院巷地铁站 (Chancery 

Lane) 步行仅需 1 分钟。 

Sunny Art Centre 艺术中心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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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所专业的艺术中心，我们密切关注最前瞻的艺术思潮，挖掘并

推广来自不同文化语境的优秀艺术家，推动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

伦敦 Sunny Art Centre 是一个极具独创精神和多元化发展的艺术中

心，我们的团队拥有丰富的艺术从业经验。多年来，中心时常举办不

同主题的艺术展览，将当代杰出的艺术作品带入公众的视野，让观众

得以近距离的接触艺术。我们也持续不断的丰富艺术中心的收藏，藏

品涵盖绘画、雕塑、摄影、陶瓷、珠宝及古董等领域，这些藏品均来

自于世界各地久负盛名的艺术家与艺术收藏家。

Sunny Art Centre 艺术中心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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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心长期与国际顶尖的艺术机构和企业保持

着广泛且紧密的合作关系，其中包括英国国家

电视台（BBC）、英国独立电视台 （ITV）、

英国星空电视台（Sky TV）、皇家艺术研究院

（Royal Academy of Arts）、伯明翰大学文

化与历史学院（History of Art -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塞尔福里奇百货（Selfridges 

& Co.）、乔治阿玛尼 （Girorgio Armani）、

汇丰银行 （HSBC）、普华永道 （PWC） 以

及哈罗德百货（Harrods）等。

Sunny Art Centre 艺术中心介绍

03



我们的团队

我们的团队由业界拥有强大艺术教育背景和多年资深工作经验的业界精英组

成。他们都毕业于世界顶级的艺术名校，如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巴黎国立高等

美术学院，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金史密斯艺术学院等。我中心聚集了

世界各地的精英团队，通过相互的交流与合作也让艺术中心变得更加的开放与

多元。我们将会尽其所能为广大艺术爱好者提供最好的服务。

我们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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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展览

艺术展览

我中心拥有众多展览项目，旨在为本地及国际当代艺术家们提供

广阔的平台，以展现不同种类、不同风格的艺术作品。通常每个

项目展期最短为一个月，常年对外开放。同时，我艺术中心还会

联合其他国际艺术机构一道为新兴及知名艺术家们搭建一个优质

的展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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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展览

画廊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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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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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投资顾问

艺术投资顾问

我们为有意投资和购买艺术品的广大艺术收藏者与机构提供专业

的咨询和全面的服务。我们熟知国际艺术市场的走向，并与国际

知名艺术家、收藏家及拍卖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可以根据

客户的具体需求推荐适合的艺术品及有关于艺术品投资的相关咨

询服务。我们的专业领域包括现代艺术、印象派、立体派和现实

主义绘画等，所涉及代理的艺术品跨越意大利文艺复兴、古典现

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时期，风格涵盖了巴洛克、洛可可、印象派、

后印象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表现主义、观念艺术与后现代艺

术等。

面对日益蓬勃发展的亚洲市场，我们会提供最专业的艺术咨讯服

务，以帮助客户更加深入的了解西方艺术市场，为他们推荐最具

投资潜力的欧洲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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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ny Art Prize 国际艺术比赛

Sunny Art Prize 是由伦敦 Sunny Art Centre 主办的一项国际

性艺术比赛。此次比赛致力于为艺术家提供一个国际化的交流平

台，并将艺术的多样性展现给全球的艺术观众。本竞赛面向来自

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涉及的艺术形式包括绘画、摄影、雕塑、陶

瓷和珠宝。公平公开的竞赛环境以及国际化的专家评委团队确保

了此国际性艺术比赛的权威性。此外，本次比赛为艺术家创造了

展现才华的机会，让艺术家能与更多的全球艺术爱好者、专家和

艺术机构进行更加深入的互动与交流，同时也为推广和弘扬艺术

的多元化发展助力。

Sunny Art Prize 国际艺术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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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 Pop Up Art Fair 伦敦新锐艺术家展

伦敦新锐艺术家展由地处伦敦市中心的 Sunny Art Centre 举

办，此系列展览每三个月举行一次，为期一天，举办日多为周五。

此系列展览力图为英国及世界范围内的新锐艺术家们打造一个

合适的发展平台。此系列展览接受纯艺术、插画、平面设计、

3D 艺术、陶瓷及珠宝设计等艺术形式，我们竭力促进来自不

同领域的艺术家们的交流，并在沟通中收获大量的实践经验。

我们的专业策展团队致力于为观众带来更多风格独特且极具收

藏潜力的作品，同时为艺术家以及观者提供一个舒适悠闲的交

流环境。

我们希望让艺术能够融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去，让每个人都

可以在探索艺术世界的过程中寻找到艺术的乐趣。我们坚信在

此系列活动当中，不论您是艺术爱好者还是艺术品收藏家，都

能找到心仪的艺术作品。

London Pop Up Art Fair 伦敦新锐艺术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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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画廊

我们的艺术画廊经营销售原创艺术作品，包括珠宝、陶瓷、雕塑、绘画（插

画，版画，油画）、摄影等，作品均由我们代理的杰出艺术家潜心创作。

他们之中既有世界顶级艺术家，也有极具有升值潜力的青年艺术家。

我画廊每周都会邀请新的艺术家作品入驻，每两周会进行一次展品陈列

更换，以此保障客户的每次到访都能有全新的艺术体验，我们竭力推广

我们代理的每位艺术家，让他们更好地展示才华。

画廊所邀请的艺术家是由我们专业的策展团队从世界各地的艺术博览

会、画廊、拍卖行等地寻找到的，他们的作品反映出不同的个性。此外

我们也尽量与艺术家进行沟通协商，把作品价格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区间，

让收藏者物有所值。在此，我们热忱欢迎广大艺术家们与我中心取得联

系，递交您的作品信息，我们会逐一推送给我们的策展团队，让他们仔

细阅读并与您取得联系。

艺术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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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廊空间展出活动

Sunny Art Centre 的画廊空间坐落于伦敦一区繁华的格雷斯

影大街（Gray's Inn Road)。本区域是伦敦最著名的金融中心 ,

毗邻圣保罗大教堂和大英博物馆，步行 1 分钟即可到达市中心

Chancery Lane 地铁站，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十分便捷。

画廊拥有两层展示空间，及两面面向主街的落地窗，最大可容纳

200 人。我们的环境安静隐秘，有可调节的灯光以及舒适的复

古家具，还有投影仪、麦克风、音响系统等，可为艺术家和公司

策划或承办相关艺术活动及展览、私人派对和社交活动，亦可灵

活地根据客户的需求和喜好进行私人订制的活动，达到您最满意

的效果。我们欢迎各类机构的合作，例如：摄影工作室 / 企业

活动 / 艺术工作坊 / 产品发布 / 艺术展览 / 会议 / 剧组拍摄 / 

公司宴会 / 私人宴会 / 颁奖仪式 / 新闻发布 / 产品陈列 / 教室。

画廊空间展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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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廊空间展出活动

画廊空间展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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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珠宝订制

我们拥有独一无二的珠宝藏品，它们均来源于世界顶尖的珠宝设计师，他们同时也

效力于英国皇室与其它王室贵族。我们的收藏包括耳饰、手镯、项链等。我中心所

代理的珠宝艺术家们通过艺术创作将珍贵的宝石打造成绚烂的首饰，他们的创作平

衡了宝石的美丽与稀有，兼顾优雅与现代风格。在创作前，我们为您推荐的艺术家

将会与您进行深入的沟通，为您量身订制出符合您独特气质的珠宝作品。我们的

设计师不断汲取来自历史文化与当代主题的灵感，并巧妙利用各种珍贵材料，如：

珍珠、珊瑚、钻石、宝石、金、银等。

高级珠宝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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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订制

Sunny Art Centre 代理的知名艺术家以及极具潜力的青年艺术家们可为

客户提供油画订制服务。我们会了解每一位客户的个人需求，为英国以及

国际客户提供无与伦比的体验。

无论您委托创作自己的肖像，或是为家庭成员、朋友、爱人创作肖像，我

们将与您选定的艺术家进行沟通，竭诚并帮助您完成理想中满意的作品。

油画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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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游学

艺术游学

我们的资深艺术顾问都在英国生活工作十年以上，不论对艺术品

拍卖、展出活动，还是对相关的美术馆和艺术景点都有非常深入

的了解。同时我们与英国的许多艺术教育机构和美术馆都有广泛

且深入的合作。因此，对想来体验和了解英国艺术氛围的艺术投

资人，以及期望来英国艺术院校进修的学生，我们都会根据您不

同的需求量身定制行程安排，并由专门的艺术顾问进行贴身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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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集准备课程

我中心的作品集准备课程主要针对要申请英国的艺术大学预科、

本科、研究所的学生。十几年来，我们帮助了无数来自世界各地

的学生成功申请到他们理想的英国高等艺术院校。在我们的帮助

下，学生的申请通过率也一直保持在 80% 以上。另外，我们也

为艺术院校的在读学生们提供课外辅导，特别是一些在语言方面

有困难的学生，我们会对他们涉及的专业课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与

分析，并与学生进行探讨，以此来协助学生们顺利完成学业。

作品集准备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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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集准备课程

课程目标：我们的艺术课程不仅能帮助学生提升专业动手能力，

同时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激发学生的创造力，保证他们

在课程内完成高质量的作品集，并针对不同专业的面试要求进

行深入辅导，以此帮助学子们实现成功申请的愿望。

招收对象：我中心的作品集准备课程主要针对要申请英国艺术

院校预科、本科、研究所的学生。我们会针对学生的不同需求

帮助他们提高自身创造力和审美能力，能增强技术水平，提升

他们创作的信心。

我们可以协助申请者申请以下艺术课程：纯艺术、服装设计、插

画、建筑设计、平面设计、产品设艺、艺术管理、纺织品设计等。

除上课外，我们还为学生提供面试指导。我们也会定期邀请艺

术家和著名高校学者来我中心开办讲座，教授现代艺术和艺术

史相关内容，并与学生们分享他们关于现代艺术实践的想法和

理念。另外，来自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皇家艺术学院、

切尔西艺术与设计学院、伦敦大学学院斯莱德美术学院、格拉

斯哥美术学院和金史密斯大学美术学院的学生们也会定期到我

中心跟学生们分享他们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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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成功经验：我们有大量帮助学生成功申请世界顶尖艺术

院校方面的经验，其中涵盖预科、本科和研究生的申请。申请

成功的院校包括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切尔西艺术与设

计学院、坎伯韦尔艺术学院、伦敦传媒学院、伦敦大学学院斯

莱德美术学院、英国创作艺术大学等。

作品集准备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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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师资：我们的老师们都拥有十多年的教

学经验，他们广泛参与艺术项目、出版作品，

部分老师还曾被英国国家电视台 BBC 所报道，

他们在欧洲艺术教育界有很高的声誉。我们的

老师都毕业于英国和欧洲顶尖的艺术院校，包

括皇家艺术学院、巴黎美术学院、中央圣马丁

艺术与设计学院、切尔西艺术与设计学院、佛

罗伦萨美术学院等，部分老师在中央圣马丁等

知名艺术学院就职。因此，他们对于艺术大学

的申请和作品集的准备都具有丰富的经验，老

师们自身专业的高水准保证了学生们申请的高

成功率。

作品集准备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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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

我们在推广久负盛名的艺术大师的同时，也为年轻一代的艺术家

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我们用全球化的视野来观看艺术世界，

让所有艺术家和艺术形式都可以在这里进行碰撞和发展。

我们提倡“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通过定期的展览、讲座

和艺术课程来普及艺术知识，让艺术进入公众的日常生活当中，

使欣赏与学习艺术成为普通大众的一种生活方式。

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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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中心合作客户

BBC（英国国家广播公司）, ITV（英国独立电视台）, Sky 

TV（英国星空电视台）, Selfridges & Co.（塞尔福里奇百

货），HSBC（汇丰银行），Girorgio Armani（乔治阿玛尼）, 

Royal Academy of Arts( 皇家艺术研究院 )，History of Art 

- Birmingham（伯明翰大学文化与历史学院），PWC( 普

华永道 ), Affordable Art Fair（可支付艺术节）, ICBC ( 中

国工商银行 )，Harrods ( 哈罗德百货 )，Freshfield（福尔

德律师事务所）, Viktor &Rolf（维果罗夫）, Asia House

（ 亚 洲 协 会）, Museum of East Asian Art（ 东 亚 艺 术

博物馆）, Westfield London（韦斯特菲尔德购物中心）, 

Givenchy（纪梵希）, Southbank Centre（伦敦南岸艺术中心）。

艺术中心合作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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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支持

Sunny Art Centre 艺术中心与国际一线的媒体杂志保持着密切

的合作关系，一直以来我们的展出活动也都受到了各大媒体的报

道与支持。 在此我们也要特别感谢如下媒体与机构对我们的艺术

中心长期一贯的报道与支持：

中国机构及媒体：中华人名共和国新闻办公厅 / 中央电视台国际

频道 / 人民日报 / 中新社 / 中国文化频道 / 腾讯 / 雅昌艺术 / 艺

术中国 / 凤凰艺术 / 今日艺术 / 北京文艺网 / 澳门艺术商会 / 搜

狐艺术 / 中央美术学院艺术资讯网 / 艺术国际 / 欧洲时报

英国机构及媒体：Arts Council England/ Tower Hamlets 

Council/ DG Unlimited/ The Design Council/ Format 

Magazine/ Mygov.scot/ London's Artist Quarter/Love 

Camden

媒体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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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地址 : 30 Gray's Inn Rd, London, WC1X 8HR

联系电话 : 0044+(0)2086165990

电子邮件 : info@sunnyartcentre.co.uk

网址 : sunnyartcentre.co.uk

地铁 : Chancery Lane Station (Central Line)

公交路线 : 25, 8, 242, 521, N8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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