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饒小軍 簡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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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 教授/博士生導師 

深圳大學建築研究所 所長 

深圳大學建築歷史與遺產保護中心 主任 

 

兼職： 

全國高等學校建築學專業指導委員會 委員（曾任） 

中國建築學會教育分會 委員（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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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白族自治州鄉梓營造學社（民非機構）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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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城市大學 兼職博士生導師 

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 海外博士生導師 

 

簡歷： 

1978~1982 年畢業于東南大學建築系，獲工學學士學位； 

1982~1984 年水電部中南勘察設計院工作，助理建築師； 

1984~1987 年畢業于東南大學建築系，獲工學碩士學位； 

1987~1991 年畢業于南京東南大學建築研究所，獲工學博士學位； 

1991~現在 深圳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 

 

 



簡介 

饒小軍，河北唐山人。建築歷史與理論專業工學博士，現任深圳大學建築與城市

規劃學院 教授，深圳大學建築研究所 所長，深圳大學建築歷史與遺產保護中心 

主任。多年來從事建築設計和建築歷史理論方面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建築設計基

礎（1、2）、《視覺創意設計》、《環境景觀設計》、《畢業設計》、《中國建

築史》等課程；研究生課程：《建築設計與研究》、《當代建築思潮與理論》、

《東亞建築文化研究》、《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等多項課程。主持或參與了多

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主要在既有建築的綠色改造、城中村流動人口聚

居環境、歷史古城的空間結構演變、工業遺產保護和東亞建築文化等領域進行研

究。並作為學術策劃人組織和參與了各項學術會議和活動。 

 

研究課題 

(1) 南方地區既有建築的綠色改造研究，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

50778112， 2008 /01-2010/12，30 萬元，已結題，主持 

(2) 珠江三角洲城市流動人群聚居環境研究，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

40201013， 2001/01-2003/12，18 萬元，已結題，主持 

(3) 基於可達性疊加效應的深港軌道站域空間 發展潛力評價研究，國家自然科

學基金面上項目，51578335， 2016/01-2019/12。77.6 萬，在研，（第二負責

人） 

(4) 城市空間結構與歷史街區的活力變遷研究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

51178269， 2012/01-2015/12，55 萬元，已結題，（第二負責人） 

(5) 珠三角城市空間結構與歷史街區的活力變遷研究，廣東省自然科學基金面

上項目，S2011010001887， 2011/10-2013/09，3 萬元，已結題，（第二負責

人） 

(6) 城市街道網絡密度對土地開發強度的影響研究，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課題，

2011-K5-1， 2011/10-2013/12，20 萬元，已結題，（第二負責人） 

(7) 學、研、產一體化平臺上的建築學人才培養模式改革與實踐深圳大學教學

成果一等獎，廣東省教學成果獎二等獎，（主持人）； 

(8) 福田區城中村人文資源整合及文化創意策劃研究，福田區城市管理局，

2019~2020，（主持人）. 

(9) 明清之際粵贛地區耶穌會建築考源與營造譜系研究，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

上項目，項目編號：51978403，63 萬元，2020 – 2023，參與； 

(10) 深圳建築實踐四十年及成果展示研究，深圳市宣傳文化基金項目，項目編

號：86121-00007，40 萬元，2020 – 2021，主持人 

(11) 深圳建築實踐機制四十年研究，深圳市高等院校穩定支持計畫A 類面上項

目，項目編號：103950087，14 萬元，2020 – 2023，參與 



(12) 早期耶穌會入華時期在粵建築類型與形制研究, 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十

三五”規劃一般項目, 項目編號：GD17CYS01, 6 萬元，2018 – 2020，參與 

(13) 中西方語境中的營造技術表達範式及其應用對比研究：以明時期樣本圖示

為例，深圳市孔雀C 類人才科研啟動基金，項目編號：20170109031C，270 萬

元，2019 – 2021，參與 

(14) 營造刊本的圖像生產邏輯與西方近代建築體系，深圳大學青年教師科研啟

動基金，項目編號：85302‐00061，6 萬元，2017 – 2019，參與 

(15) 以空間建構為導向的建築基礎教育：《建築師部落——設計工坊 殷子

淵、饒小軍等，全國高等學校建築學學科專業指導委員會，2016 年，全國高校

建築設計教案/作業觀摩和評選活動中獲評為優秀教案； 

 

培養研究生情況 

深圳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建築學碩士點培養碩士 50 餘名；澳門城市大學 

兼職博導培養博士生2 名；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海外博導培養博士生1 名。 

 

出版著作 

1、《地域建築圖說——雲南沙溪民居》，建築工業出版社（即將出版） 

主編：饒小軍，作者：王浩鋒、肖靖 

2、《地域建築圖說——雲南喜洲古鎮》，建築工業出版社（即將出版） 

主編：饒小軍，作者：喬迅翔、顧蓓蓓 

3、《地域建築圖說——澳門巴洛克教堂》，建築工業出版社（即將出版） 

主編：饒小軍，作者：朱宏宇、羅薇 

4、《西方近現代建築的歷史主義批判》，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 年； 

5、《建築模型》，天津大學出版社，饒小軍，闞曙彬主編. 1998 年. 

 

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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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饒小軍，邵曉光，邊緣社區：城市族群社會空間透視[J].城市規

劃,2001,(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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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學報,2001,(第4 期). 

8. 饒小軍，實驗建築：一種觀念性的探索[J].時代建築,2000,(第2 期). 

9. 饒小軍，邊緣視域：探索人居環境研究的新維度[J]，建築學報,1999,(第6 

期). 

10. 饒小軍，從“審美的表像”走向“觀念的構造”——‘97 南山雕塑展作品

透視[J]，美術觀察，1997，(第7 期). 

11. 饒小軍，坑梓鎮黃氏宗族及其村圍的型制 《學術研究》，廣東省社科出版

社； 

12. 饒小軍，聚族於斯，親仁猶在 《A＋D》香港“建築與設計”雜誌； 

13. 饒小軍，實驗建築：一種觀念性的探索 《時代建築》2000 年； 

14. 饒小軍，培田宗族社會空間與村落形制初探[J].新建築，2007，(第1 期). 

15. 饒小軍，空間檔案：城中村改造過程的權力控制與抗爭《住區》，2006 

年，第二作者； 

16. 李鞠，陳華偉，饒小軍*，水泥廠檔案：解讀珠江三角洲工業建築發展狀

況，住區, 2009,(02):42-47 

17. 饒小軍，胡鳴，周慧琳，黃躍昊，走進三線：尋找消逝的工業巨構，住

區,2009,(02):22-29 

18. 饒小軍，陳華偉，李鞠，周慧琳，追溯消逝的工業遺構 探尋三線的工業建

築，世界建築導報,2008,(05):21-23 

19. 王浩鋒，饒小軍*，承傳存續：鄉村聚落空間復興機制芻議，建築師，

2018，(03):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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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饒小軍，“失重的記憶”：文革後一代建築師的精神反思《城市環境設

計》2010.04.5 

24. 饒小軍，袁磊，胡鳴，南北差異:既有建築綠色改造技術的評價方法[J].南

方建築，2010，(第5 期). 

25. 饒小軍，“烏有課堂：城市邊緣的教學實驗”《城市空間設計》雜誌第36 

期2014.2 

26. 饒小軍，“觀念的大潮與建築的沙灘—當代深圳建築反思錄”《時代建

築》雜志2014. 

27. 饒小軍，反思與堅守[J].世界建築,2015,(第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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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2016,(第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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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饒小軍，走向新景觀[J].世界建築導報,2014,(第3 期). 

38. 饒小軍，走向觀念的構造[J].世界建築導報,2014,(第1 期). 

39. 饒小軍，跨界衝動與邊緣敏感[J].世界建築導報,2013,(第6 期). 

40. 饒小軍，氣氛,作為一種空間[J].世界建築導報,2013,(第5 期). 

41. 饒小軍，天氣預報員和暴風雨[J].世界建築導報,2013,(第4 期). 

42. 饒小軍，空間與禁忌[J].世界建築導報,2013,(第3 期). 

43. 饒小軍，公共空間與社會訴求[J].世界建築導報,2013,(第2 期). 

44. 饒小軍，市井與夢想[J].世界建築導報,2013,(第1 期). 

45. 饒小軍，舊城保護的再思考[J].美術觀察,2012,(第12 期). 

46. 饒小軍，末日回望[J].世界建築導報,2012,(第6 期). 

47. 饒小軍，繁榮與困惑[J].世界建築導報,2012,(第5 期). 

48. 饒小軍，速度:一種集體的抉擇[J].新建築,2012,(第3 期). 

49. 饒小軍，都市欲望與建築記憶[J].世界建築導報,2012,(第3 期). 

50. 饒小軍，再思考:舊城保護與城市更新[J].世界建築導報,2012,(第2 期). 

51. 饒小軍，“我們”是誰?[J].世界建築導報,2011,(第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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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教學模式.”北京：中國建築教育，2020，22:33-41. 

73. 夏珩，夏振康，饒小軍，趙汝冰.“三材”約束下的低技建造：中國早期工

業建築遺產拱殼磚建構研究[J]，建築學報，2020(09):104-110. 

 

會議論文 

1. 夏珩，饒小軍，彭嬙，建構視角下的黔東南三線工業建築遺存三層裝配式廠

房群體田野調查報告[C]，2019 年第十屆工業遺產學術研討會，鄭州, 

2019.10.25 -28. 

2. 夏珩，許鳳潔，饒小軍.隔而不絕—從奧托•施泰德勒（Otto Steidle）支撐

體住宅實驗與中國黔東南三線多層裝配式廠房群體的建構比較研究看中國傳播

現代主義的線索[C]，2019 建築與文化學術討論會，廈門，2019.11.8-10. 

3. 王浩鋒，施蘇，饒小軍，街道形態與城市密度.城市時代，協同規劃——



2013中國城市規劃年會，2013 

4. 王濤，饒小軍，近現代青島城市街區空間結構及歷史沿革.第八屆全國建築

與規劃研究生年會，2010. 

5.饒小軍，視覺實驗：建築學專業的美術教學改革， 201710，全國建築教育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建築學； 

 

設計實踐 

在建築、規劃與環境設計實踐方面，多年來主持並完成了多項設計項目。 

1、 深圳市深南中路大劇院路段城市環境設計 

2、 合肥政務文化中心規劃與環境設計 

3、 深圳對外貿易中心大廈（88 層）； 

4、 深圳市南山人民法院審判樓建築設計； 

5、 深圳萬科南海項目可行性規劃設計方案； 

6、 深圳龍崗第二工業區舊城改造詳細規劃設計； 

7、 汕頭峽山鎮總體規劃； 

8、 西安利君會所建築設計方案； 

9、 珠海寶典藝術園設計方案； 

10、 深圳市金碟大廈設計方案； 

11、 深圳市銀湖接待辦 8 號別墅； 

12、 寶安麗晶國際住宅小區規劃與建築設計； 

13、 寶安山語華庭住宅小區規劃與建築設計； 

14、 沙井蚝一村住宅小區規劃與建築設計； 

15、 中山西城雅苑住宅小區規劃設計方案 

16、 湖北孝感孟中住宅小區規劃與建築設計方案 

17、 觀瀾河沿河景觀規劃與設計； 

18、 龍華五色土景觀雕塑； 

19、 珠海時代廣場景觀設計； 

20、 安徽黃山日普低碳生態園規劃 

21、 湖南長沙通用國際住宅社區建築設計 

22、 銀川凱賓斯基花園一期住宅社區 

23、 貴州赤水大同歷史文化名鎮保護規劃 

24、 貴州赤水丙安歷史文化名村概念性規劃 

25、 貴州赤水復興古鎮保護規劃 

26、 深圳市億思達大廈建築設計 

 

 

 



學術活動 

多年來作為學術策劃人組織和參與了各項學術會議和活動： 

1、 “實驗與對話：中國青年建築師與藝術家學術交流會”，廣州，1996 年； 

2、 “97 回歸雕塑展”，策劃人之一，深圳南山，1997 年； 

3、 “第一屆東亞建築文化研究國際學術會議”，策劃人，深圳，2002 年； 

4、 “赫爾辛基當代建築攝影展、現代傢俱和紡織品展覽”，深圳，2007 年； 

5、 “2008 年深圳香港雙城雙年展—深圳大學論壇”，策展人，深圳，2007 

年； 

6、 “中國新住區論壇”，參與人，深圳，2007 年； 

7、 “綠色建築”，雙年展論壇，參與人，深圳，2007 年； 

8、 “建築教育與實踐”，雙年展論壇，參與人，深圳，2007 年； 

9、 “實驗建築的反思”—南方都市報2008年度論壇，參與人，深圳，2007 

年； 

10、“中國建築傳媒大獎”—南方都市報和國內專業雜誌聯合舉辦，首屆策劃

人，深圳，2008~2012 年； 

11、 《2020 年深圳國際精裝住宅展》（日本東京大學生產技術研究所+深圳大

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專家顧問； 

12、 《深圳規劃館4F•建築設計展區展覽》專家顧問； 

13、 《深圳市地名志》專家顧問，建築類詞條； 

14、 《湖貝古村保護公共計畫》古村測繪、學術顧問； 

15、 《2019.深圳城市雙年展》觀瀾分展場學術論壇嘉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