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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 

1978~1982 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建筑系，获工学学士学位； 

1982~1984 年水电部中南勘察设计院工作，助理建筑师； 

1984~1987 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建筑系，获工学硕士学位； 

1987~1991 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获工学博士学位； 

1991~现在 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简介 

饶小军，河北唐山人。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工学博士，现任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

规划学院 教授，深圳大学建筑研究所 所长，深圳大学建筑历史与遗产保护中心 

主任。多年来从事建筑设计和建筑历史理论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建筑设计基

础（1、2）、《视觉创意设计》、《环境景观设计》、《毕业设计》、《中国建

筑史》等课程；研究生课程：《建筑设计与研究》、《当代建筑思潮与理论》、

《东亚建筑文化研究》、《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等多项课程。主持或参与了多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主要在既有建筑的绿色改造、城中村流动人口聚

居环境、历史古城的空间结构演变、工业遗产保护和东亚建筑文化等领域进行研

究。并作为学术策划人组织和参与了各项学术会议和活动。 

 

研究课题 

(1) 南方地区既有建筑的绿色改造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50778112， 2008 /01-2010/12，30 万元，已结题，主持 

(2) 珠江三角洲城市流动人群聚居环境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40201013， 2001/01-2003/12，18 万元，已结题，主持 

(3) 基于可达性叠加效应的深港轨道站域空间 发展潜力评价研究，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51578335， 2016/01-2019/12。77.6 万，在研，（第二负责

人） 

(4) 城市空间结构与历史街区的活力变迁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51178269， 2012/01-2015/12，55 万元，已结题，（第二负责人） 

(5) 珠三角城市空间结构与历史街区的活力变迁研究，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S2011010001887， 2011/10-2013/09，3 万元，已结题，（第二负责

人） 

(6) 城市街道网络密度对土地开发强度的影响研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课题，

2011-K5-1， 2011/10-2013/12，20 万元，已结题，（第二负责人） 

(7) 学、研、产一体化平台上的建筑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深圳大学教学

成果一等奖，广东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主持人）； 

(8) 福田区城中村人文资源整合及文化创意策划研究，福田区城市管理局，

2019~2020，（主持人）. 

(9) 明清之际粤赣地区耶稣会建筑考源与营造谱系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项目编号：51978403，63 万元，2020 – 2023，参与； 

(10) 深圳建筑实践四十年及成果展示研究，深圳市宣传文化基金项目，项目编

号：86121-00007，40 万元，2020 – 2021，主持人 

(11) 深圳建筑实践机制四十年研究，深圳市高等院校稳定支持计划A 类面上项

目，项目编号：103950087，14 万元，2020 – 2023，参与 



(12) 早期耶稣会入华时期在粤建筑类型与形制研究,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

三五”规划一般项目, 项目编号：GD17CYS01, 6 万元，2018 – 2020，参与 

(13) 中西方语境中的营造技术表达范式及其应用对比研究：以明时期样本图标

为例，深圳市孔雀C 类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编号：20170109031C，270 万

元，2019 – 2021，参与 

(14) 营造刊本的图像生产逻辑与西方近代建筑体系，深圳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启

动基金，项目编号：85302‐00061，6 万元，2017 – 2019，参与 

(15) 以空间建构为导向的建筑基础教育：《建筑师部落——设计工坊 殷子

渊、饶小军等，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2016 年，全国高校

建筑设计教案/作业观摩和评选活动中获评为优秀教案； 

 

培养研究生情况 

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学硕士点培养硕士 50 余名；澳门城市大学 

兼职博导培养博士生2 名；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海外博导培养博士生1 名。 

 

出版著作 

1、《地域建筑图说——云南沙溪民居》，建筑工业出版社（即将出版） 

主编：饶小军，作者：王浩锋、肖靖 

2、《地域建筑图说——云南喜洲古镇》，建筑工业出版社（即将出版） 

主编：饶小军，作者：乔迅翔、顾蓓蓓 

3、《地域建筑图说——澳门巴洛克教堂》，建筑工业出版社（即将出版） 

主编：饶小军，作者：朱宏宇、罗薇 

4、《西方近现代建筑的历史主义批判》，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 年； 

5、《建筑模型》，天津大学出版社，饶小军，阚曙彬主编. 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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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论文 

1. 夏珩，饶小军，彭嫱，建构视角下的黔东南三线工业建筑遗存三层装配式厂

房群体田野调查报告[C]，2019 年第十届工业遗产学术研讨会，郑州, 

2019.10.25 -28. 

2. 夏珩，许凤洁，饶小军.隔而不绝—从奥托•施泰德勒（Otto Steidle）支撑

体住宅实验与中国黔东南三线多层装配式厂房群体的建构比较研究看中国传播

现代主义的线索[C]，2019 建筑与文化学术讨论会，厦门，2019.11.8-10. 

3. 王浩锋，施苏，饶小军，街道形态与城市密度.城市时代，协同规划——

2013中国城市规划年会，2013 

4. 王涛，饶小军，近现代青岛城市街区空间结构及历史沿革.第八届全国建筑

与规划研究生年会，2010. 

5.饶小军，视觉实验：建筑学专业的美术教学改革， 201710，全国建筑教育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建筑学； 

 

设计实践 

在建筑、规划与环境设计实践方面，多年来主持并完成了多项设计項目。 

1、 深圳市深南中路大剧院路段城市环境设计 

2、 合肥政务文化中心规划与环境设计 

3、 深圳对外贸易中心大厦（88 层）； 

4、 深圳市南山人民法院审判楼建筑设计； 

5、 深圳万科南海项目可行性规划设计方案； 

6、 深圳龙岗第二工业区旧城改造详细规划设计； 

7、 汕头峡山镇总体规划； 

8、 西安利君会所建筑设计方案； 

9、 珠海宝典艺术园设计方案； 

10、 深圳市金碟大厦设计方案； 

11、 深圳市银湖接待办 8 号别墅； 

12、 宝安丽晶国际住宅小区规划与建筑设计； 

13、 宝安山语华庭住宅小区规划与建筑设计； 

14、 沙井蚝一村住宅小区规划与建筑设计； 

15、 中山西城雅苑住宅小区规划设计方案 

16、 湖北孝感孟中住宅小区规划与建筑设计方案 

17、 观澜河沿河景观规划与设计； 

18、 龙华五色土景观雕塑； 

19、 珠海时代广场景观设计； 

20、 安徽黄山日普低碳生态园规划 

21、 湖南长沙通用国际住宅小区建筑设计 

22、 银川凯宾斯基花园一期住宅小区 

23、 贵州赤水大同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 

24、 贵州赤水丙安历史文化名村概念性规划 

25、 贵州赤水复兴古镇保护规划 

26、 深圳市亿思达大厦建筑设计 

 

 

 

学术活动 

多年来作为学术策划人组织和参与了各项学术会议和活动： 

1、 “实验与对话：中国青年建筑师与艺术家学术交流会”，广州，1996 年； 



2、 “97 回归雕塑展”，策划人之一，深圳南山，1997 年； 

3、 “第一届东亚建筑文化研究国际学术会议”，策划人，深圳，2002 年； 

4、 “赫尔辛基当代建筑摄影展、现代家具和纺织品展览”，深圳，2007 年； 

5、 “2008 年深圳香港双城双年展—深圳大学论坛”，策展人，深圳，2007 

年； 

6、 “中国新住区论坛”，参与人，深圳，2007 年； 

7、 “绿色建筑”，双年展论坛，参与人，深圳，2007 年； 

8、 “建筑教育与实践”，双年展论坛，参与人，深圳，2007 年； 

9、 “实验建筑的反思”—南方都市报2008年度论坛，参与人，深圳，2007 

年； 

10、“中国建筑传媒大奖”—南方都市报和国内专业杂志联合举办，首届策划

人，深圳，2008~2012 年； 

11、 《2020 年深圳国际精装住宅展》（日本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深圳大

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专家顾问； 

12、 《深圳规划馆4F•建筑设计展区展览》专家顾问； 

13、 《深圳市地名志》专家顾问，建筑类词条； 

14、 《湖贝古村保护公共计划》古村测绘、学术顾问； 

15、 《2019.深圳城市双年展》观澜分展场学术论坛嘉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