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生 1967.04.29，现年 54 岁 

1985 年 9 月-1989 年 7 月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工学学士 

1995 年 9 月-1998 年 7 月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硕士 

2000 年 9 月-2003 年 7 月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工学博士 

1989 年 7 月-至今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现任副总建筑师 

其中： 

2003 年 7 月获批准招收硕士研究生； 

2008 年 7 月获批准招收博士研究生 

1999 年入选由中法两国政府联合组织的“50 名中国建筑师留学法国”学术交流计划，在巴

黎赛纳建筑学院学习。对欧洲建筑与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有较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及较全面的理解。

目前主持的建筑工作室，以新锐与具挑战性的建筑为主要工作内容，与国外建筑师建立有良好的

学术联系，有接触与了解国内外建筑理论与实践的最新资讯的机会。 

汤朝晖 

广东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院长 副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工 

汤+杨工作室（T+Y STUDIO）主持建筑师 

博士导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2006 年获第六届中国建筑学会青年建筑师奖。 

2006 年入选第 12 届亚洲建协大会会刊《中国青年建筑师 188》 

2009 年入选《中国当代优秀青年建筑师》。 

2018 年获广东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2020 年获广州市社区设计师突出贡献奖 

广州市建设科技委建筑与规划专业专家 

广东省建筑工程技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正高）评委 

中国建筑学会会员 

广东省注册建筑师学会会员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技术专家委员 

简历 

工作、学习经历 



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建筑设计与理论、建筑设计与城市公共空间。在教育建筑、文化建筑、交

通建筑、超高层建筑、大学校园及特殊教育学校的规划设计等方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与理论研究。

先后获得包括国家金奖、银奖以及省部级优秀设计奖项等设计奖 50 多项，发表了数十篇相关的

建筑实践与理论的科技论文；2015 年主编《建筑设计资料集》第三版特殊教育学校专篇；2018

年起陆续出版专著《我国特殊教育学校建筑设计》、《山水画与岭南园林的空间造境》、《传统

村落及其建筑空间的保护与发展-“梅山文化”影响下的湘中传统村落》、《适应教育变革的中小

学教学空间设计研究》。 

 

 主要科研项目： 

2012.1-2014.1 我国特殊教育学校建筑设计研究 

2016.8～2019.8 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背景下的改善型养老社区配套公建设计研究 

2015.8～2018.8 基于城市界面形成的建筑自适应理论及数字化应用研究——以广州为例 

2020.01～2022.12 东江流域村落空间形态变迁及其驱动机制研究 

 

 主要社会兼职： 

中国建筑学会资深会员 

中国建筑学会岭南建筑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注册建筑师协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建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广州市建设科技委建筑与规划专业专家 

广州市消防审核专家库专家 

《南方建筑》编辑部成员。 

教学科研 



 

 

 

 

 

 

 

 上海世博会中馆：建筑面积约 15.2 万㎡ 

 

 2011 年教育部一等奖 

 2011 年中国勘察协会一等奖 

 

 

 

 

 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东教学组团： 建筑面积约 17 万㎡ 

 

 2003 年教育部一等奖 

 2003 年建设部二等奖 

 2004 年优秀建筑设计国家银奖 

 

部分主持和设计获奖工程项目展示 



 

 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图书馆： 

 

建筑面积 6500 平方米。 

 

 2015 年广东省注册师协会  第八次优秀建筑创作奖 

 2020 年中国建筑学会 公共建筑 一等奖 

 2021 年度教育部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 优秀建筑 

工程设计 一等奖 

 

 

 广西九洲国际大厦 

 

建筑面积：214404 平方米，地下 6 层，地上 72 层， 

高度 318 米。 

 

 2019 年度广东省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 二等奖 

 2019 年度行业优秀勘察设计奖 二等奖 

 2020 年中国建筑学会 公共建筑 三等奖 

 

 

 南宁翡翠园康居示范小区 

 

 2005 年建设部康居示范小区 单体设计 金奖 

 2005 年建设部康居示范小区 规划设计 金奖 

 

 

 广西祟左市行政中心 

 2007 年广西优秀建筑一等奖 

 

 中共南宁市委党校相思湖校区 

 2007 年度广西优秀工程设计一等奖 

  



 广西凭祥市博物馆： 

 

建筑面积：6063 平方米。 

 第九届广东省建筑设计奖（公建方案）一等奖 

 

 广州市第五资源热力电厂外立面改造设计 

 第九届广东省建筑设计奖（公建方案）一等奖 

 

 柳州市体育馆： 

建筑面积 22550 平方米、固定座位 1200 

 2009 年“蓝星杯”第五届中国威海国际 

建筑设计大奖赛优秀奖 

 2013 年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行业 建筑 

工程公建 二等奖 

 2013 年教育部 优秀建筑设计 二等奖 

  



 

 华中科技大学光电信息大楼： 

 2019 年度行业优秀勘察设计奖 二等奖 

 2019 年度教育部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 优秀建筑工程设计  二等奖 

 第九届广东省建筑设计奖（公建方案）一等奖 

 第十届中国威海国际建筑设计大奖赛 优秀奖 

 

 柳州九洲国际： 

 

酒店塔楼 20 层，写字楼塔楼 35 层 160m。地下 2 层。 

 2019 年教育部优秀工程勘察设计二等奖 

 2019 年度行业优秀勘察设计奖 建筑 三等奖 

 

 

 

  广州国际残障人文化 

交流中心： 

 

 2021 年度广东省优秀工程 

勘察设计奖公共建筑二等奖 

 

 

 



 崇左文化艺术中心： 

 第九届广东省建筑设计奖（公建方案）二等奖 

 柳州游泳馆： 

 2013 年 广东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 工程设计二等奖 

 

 中国体育彩票广西营销展示中心： 

 

 第九届广东省建筑设计奖（公建方案）三等奖 

 2021 年度广东省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 二等奖 

 



 南宁市城建档案馆 

 2015 年 广西优秀工程设计一等奖 

 

 南宁市友爱南路学校： 

 2021 年度广东省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 公

共建筑 二等奖 

 

 

 常州外国语学校（常州高级中学）： 

 2017 年度全国优秀工

程勘察设计行业奖 三等

奖 

 2017 年度广东省优秀

工程设计 二等奖 

 

 



主持的在建超高层工程项目专项 

1.  贵阳国际金融中心一期商务区： 

 

建筑面积 450550 平方米。地上 75 层

403 米+280 米高，地下 4 层。（280

米已完工，403 米主体结构、外墙完工

装修中） 

 

2.  中新广州知识城 JLXC-F1-1 地块知识

塔项目修详规、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

计： 

 

建筑面积：37.3 万平方米。地上 53

层，地下 5 层，330 米高（地下室施

工中） 

 

3.  粤港澳大湾区（广州）科技金融中心项

目设计： 

 

建筑面积： 280728 平方米。220 米高

（地下室施工中） 

 

4.  GIG 国际金融资本中心： 

 

建筑面积：194673 平方米。地上 51 层，

地下 3 层。210 米（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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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制度帮助建筑师实现职业价值--来自台湾省建筑师公会的启示》--《城市建筑》2011 年 12 期，P.30-31 

42. 《浅谈旧工业建筑的改造再生》--《建筑技术》2011 年 11 期增刊，P.90-93 

43. 《亚热带地区低成本实验性绿色建筑设计探索-华工建筑师沙龙》--《南方建筑》2011 年 6 期，P.8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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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海峡两岸高校博物馆建筑设计之比较研究》--《城市建筑》2014 年 4 期，P.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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