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歷
湯朝暉
廣東省工程勘察設計大師
華南理工大學建築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院長 副總建築師，教授級高工
湯+楊工作室（T+Y STUDIO）主持建築師
博士導師、國家一級註冊建築師；
2006 年獲第六屆中國建築學會青年建築師獎。
2006 年入選第 12 屆亞洲建協大會會刊《中國青年建築師 188》
2009 年入選《中國當代優秀青年建築師》。
2018 年獲廣東省工程勘察設計大師
出生 1967.04.29，現年 54 歲

工作、學習經歷

1985 年 9 月-1989 年 7 月

華南理工大學建築學院 工學學士

1995 年 9 月-1998 年 7 月

華南理工大學建築學院 碩士

2000 年 9 月-2003 年 7 月

華南理工大學建築學院 工學博士

1989 年 7 月-至今

華南理工大學建築設計研究院 現任副總建築師

其中：
2003 年 7 月獲批准招收碩士研究生；
2008 年 7 月獲批准招收博士研究生
1999 年入選由中法兩國政府聯合組織的“50 名中國建築師留學法國”學術交流計劃，在巴
黎賽納建築學院學習。對歐洲建築與城市公共空間的研究有較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及較全面的理解。目
前主持的建築工作室，以新銳與具挑戰性的建築為主要工作內容，與國外建築師建立有良好的學
術聯繫，有接觸與了解國內外建築理論與實踐的最新資訊的機會。

教學科研
主要研究方向為現代建築設計與理論、建築設計與城市公共空間。在教育建築、文化建築、交通
建築、超高層建築、大學校園及特殊教育學校的規劃設計等方面有豐富的實踐經驗與理論研究。先後獲
得包括國家金獎、銀獎以及省部級優秀設計獎項等設計獎 50 多項，發表了數十篇相關的建築實
踐與理論的科技論文；2015 年主編《建築設計資料集》第三版特殊教育學校專篇；2018 年起陸
續出版專著《我國特殊教育學校建築設計》、《山水畫與嶺南園林的空間造境》、《傳統村落及
其建築空間的保護與發展-“梅山文化”影響下的湘中傳統村落》、《適應教育變革的中小學教學
空間設計研究》。

• 主要科研項目：
2012.1-2014.1 我國特殊教育學校建築設計研究
2016.8～2019.8 我國人口快速老齡化背景下的改善型養老社區配套公建設計研究
2015.8～2018.8 基於城市界面形成的建築自適應理論及數字化應用研究——以廣州為例
2020.01～2022.12 東江流域村落空間形態變遷及其驅動機制研究

․主要社會兼職：
中國建築學會資深會員
中國建築學會嶺南建築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廣東省註冊建築師協會副主任委員
廣東省工程勘察設計行業協會建築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廣州市建設科技委建築與規劃專業專家
廣州市消防審核專家庫專家
《南方建築》編輯部成員。

部分主持和設計獲獎工程項目展示

․ 上海世博會中館：建築面積約 15.2 萬㎡


2011 年教育部一等獎



2011 年中國勘察協會一等獎

․ 浙江大學紫金港校區東教學組團： 建築面積約 17 萬㎡


2003 年教育部一等獎



2003 年建設部二等獎



2004 年優秀建築設計國家銀獎

․上海交通大學李政道圖書館：
建築面積 6500 平方米。


2015 年廣東省註冊師協會 第八次優秀建築創作獎



2020 年中國建築學會 公共建築 一等獎



2021 年度教育部優秀工程勘察設計獎 優秀建築
工程設計 一等獎

․ 廣西九洲國際大廈
建築面積：214404 平方米，地下 6 層，地上 72 層，
高度 318 米。


2019 年度廣東省優秀工程勘察設計獎 二等獎



2019 年度行業優秀勘察設計獎 二等獎



2020 年中國建築學會 公共建築 三等獎

․ 南寧翡翠園康居示範小區


2005 年建設部康居示範小區 單體設計 金獎



2005 年建設部康居示範小區 規劃設計 金獎

․ 廣西祟左市行政中心


2007 年廣西優秀建築一等獎

․ 中共南寧市委黨校相思湖校區


2007 年度廣西優秀工程設計一等獎

․ 廣西憑祥市博物館：

建築面積：6063 平方米。


第九屆廣東省建築設計獎（公建方案）一等獎

․ 廣州市第五資源熱力電廠外立面改造設計



第九屆廣東省建築設計獎（公建方案）一等獎

․ 柳州市體育館：
建築面積 22550 平方米、固定座位 1200


2009 年“藍星杯”第五屆中國威海國際
建築設計大獎賽優秀獎



2013 年全國優秀工程勘察設計行業 建築

工程公建 二等獎


2013 年教育部 優秀建築設計 二等獎

․ 華中科技大學光電信息大樓：


2019 年度行業優秀勘察設計獎 二等獎



2019 年度教育部優秀工程勘察設計獎 優秀建築工程設計 二等獎



第九屆廣東省建築設計獎（公建方案）一等獎



第十屆中國威海國際建築設計大獎賽 優秀獎

․ 柳州九洲國際：
酒店塔樓 20 層，寫字樓塔樓 35 層 160m。地下 2 層。


2019 年教育部優秀工程勘察設計二等獎



2019 年度行業優秀勘察設計獎 建築 三等獎

․ 廣州國際殘障人文化交
流中心：


2021 年度廣東省優秀工程
勘察設計獎公共建築二等獎

․ 崇左文化藝術中心：


第九屆廣東省建築設計獎（公建方案）二等獎

․ 柳州游泳館：



2013 年 廣東優秀工程勘察設計獎 工程設計二等獎

․ 中國體育彩票廣西營銷展示中心：



第九屆廣東省建築設計獎（公建方案）三等獎



2021 年度廣東省優秀工程勘察設計獎 二等獎

․ 南寧市城建檔案館


2015 年 廣西優秀工程設計一等獎

․ 南寧市友愛南路學校：


2021 年度廣東省優秀工程勘察設計獎 公
共建築 二等獎

․ 常州外國語學校(常州高級中學)
 2017 年度全國優秀工
程勘察設計行業獎 三等
獎

常州外國語學校（常州高級中學）：

 2017 年度廣東省優秀
工程設計 二等獎

主持的在建超高層工程項目專項
1.

貴陽國際金融中心一期商務區：
建築面積 450550 平方米。地上 75 層
403 米+280 米高，地下 4 層。（280
米已完工，403 米主體結構、外牆完工
裝修中）

2.

中新廣州知識城 JLXC-F1-1 地塊知識
塔項目修詳規、初步設計及施工圖設
計：
建築面積：37.3 萬平方米。地上 53
層，地下 5 層，330 米高（地下室施
工中）

3.

粵港澳大灣區（廣州）科技金融中心項
目設計：
建築面積： 280728 平方米。220 米高
（地下室施工中）

4.

GIG 國際金融資本中心：
建築面積：194673 平方米。地上 51 層，
地下 3 層。210 米（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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