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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表明，城市的形态和结构具有分形性质，复杂的分形结构提高了历

史空间的稳定性，有利于激发历史空间的活力。本文以波兰历史城市克拉科夫

为研究对象，对古城历史空间的分形结构与分形特征进行解析。其中包括了两

个研究层次：其一，以克拉科夫古城为样本进行历史原型分析，通过分形元与

分形秩序，解析古城的分形特征，提取分形结构中具有优越性的分形元素与设

计方法；其二，以克拉科夫卡齐米日旧城区复兴为例，从多层级叠合、小尺度

连接、多功能混合、各时段叠加四个方面，通过层次化增加不同尺度上的结构，

形成在所有尺度上均丰富而复杂的城市肌理，从而激发旧城区的活力。基于分

形理论的城市历史空间修补可为其他历史城市所借鉴，尤其对我国的“城市双

修”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Abstract: It is indicated that forms and structures of cities have the properti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fractal structures. The complex fractal structure improves the stability 
of historical space and stimulates the vitality of historical space.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Krakow as the study object, which is a historic city in Poland, to analyze the 
fractal struc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istoric space in the ancient city. It includes two 
research levels. (1) Taking Krakow as the sample to carry on the historical prototype 
analysis, and analyze the fract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ncient city based on fractal 
elements and fractal order, to extract the fractal elements and design method which 
has the superiority in the fractal structure. (2) In order to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the 
old urban area, it takes the revitalization district of Krakow-Kazimierz as an example 
to make analogy research of the historical prototype from four aspects, such as multi-
level superposition, small-scale connection, multi-function mixing and time stack. The 
rehabilitation of urban historical space based on fractal theory can be used by other 
historical cities. Especially, it has an important inspiration for city betterment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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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形结构与历史城市

1.1  叶形结构
分形理论认为，分形体是大自然的优化结构，具

有分形特征的形态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如雪花、树

叶、山峦、海岸。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 · 亚历山大

（Christopher Alexander）在 1960 年代发表了著名的

《城市并非树形》一文，将树形抽象结构与另一种更

加复杂的半网络抽象结构加以比较，证实了“城市并

非树形”的著名论断。其中的半网络结构和树形结构

可以对应“树枝”和“树叶”（图 1），分别代表脆性

和塑性两种属性。树枝是开放结构，一定范围内的要

素是完全不相连的，即使两根树枝在空间上靠得很近，

如果它们不属于同一根大树枝，那么从一根树枝到另

一根树枝，就意味着要在枝干的整体结构中进行推导。

而树叶是封闭结构，在叶径之间的中间尺度中，叶脉

是完全连接的，以树叶为代表的城市结构便是分形城

市（fractal cities）。

历史城市的空间结构有如叶脉（图 2），其分形特

征表现在：（1）叶脉具有自相似性，在多层级关系中，

局部每放大一次都能观察到相似的叶脉结构；（2）叶

脉具有多重连接性，是一个具有高冗余度，连接性极

强的网络体系；（3）叶脉具有持久的适应力，任何一

图 1  亚式半网络形结构（左）和树形结构（中）及树叶结构
（右）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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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叶脉的损坏都不会影响叶脉整体的生命力。 

基于生长性①的历史城市在一个封闭的叶状结构中，“由

于流在运动，其所形成的回路便能实现内部结构的复杂化，

承受流的波动，城墙围护的古代城市就是典型”[3]。自二战

以来，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活动带来了城市的扩张和蔓延，现

代主义城市规划开始从叶状结构向树状结构演变，结果是城

市塑性和适应力丧失。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理是：追求秩序

的理性规划丢弃了来自生长性的复杂结构。

1.2  历史城市的分形结构
本文所指的历史城市即通常意义上的古城。古城空间就

像树叶，具有分形结构，这使得古城能在受到外界压力的情

况下有较好的塑性能力，适应不同时期的变化，甚至在经历

毁灭性破坏后，依旧能够在延续历史结构的基础上生存下来，

如伦敦旧城区在经历了 1666 年大火后，在原有结构中重建。

而一座现代主义城市则如同无法弯曲的铸铁，因脆性原理在

承受过大压力时便会折断，难以适应变化。用分形原理进行

解释，古城之所以具有抗干扰的应变能力，是因为其中的

“流”渐进性消化了来自外界突发性的波动，分形结构增强

了城市的耐受力。因此，城市规划应当保存历史赋予城市的

特质，形成相互联系和自组织的复杂性城市，即具有高冗余

度的分形城市（表 1）。

2  克拉科夫古城的分形结构

2.1  克拉科夫城市空间演变
波兰中世纪古城——克拉科夫（Krakow）是联合国科教

文组织于 1978 年公布的世界文化遗产城市。二战时期，波

兰境内的大多数城市都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唯克拉科夫幸免，

古城内一座座府邸、教堂、城堡、院落都记载着这座历史文

化名城的斑斑史迹，完整保存了中世纪古城的空间格局和历

史风貌。

（1）1920 年代以前：从单一城堡到内外两层的活力城市

中世纪的克拉科夫古城（图 3）为一座城堡式城市；

15—16 世纪是克拉科夫古城建设的黄金时代（图 4），城墙

界定了古城范围；公元 18 世纪，克拉科夫经济衰败，城市

建设停滞不前（图 5）；直至 19 世纪奥地利占领克拉科夫，

开始了城市更新计划，新一轮建设带来了城市的向外扩张

（图 6），其中，1850 年战火烧毁的古城城墙旧址上拓展出

了环城绿地，大尺度的环城绿地将克拉科夫分为内外两个圈

层，使克拉科夫从一座城堡城市发展成为新旧两层充满活力

① 生长原指生物个体长度与重量的增长，城市的生长性是指城市的发展是连续的，它的结构、形态增长也是连续的。

图 2  叶脉结构

表 1  分形城市示意图

标准的分形城市 现实的分形城市 不具分形的现代城市

概念图示

对应街道

网络

对应城市

肌理

布宜诺斯艾利斯

（Buenos Aires）

巴黎

（Paris）

柯布西耶

（Le Corbusier）

阳光城

（The Radiant City）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4-5] 绘制

图 4  15—16 世纪的克拉科夫图 3  中世纪的克拉科夫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克拉科夫历史地图绘制

图 6  19 世纪的克拉科夫图 5  18 世纪的克拉科夫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克拉科夫历史地图绘制



73 2020 Vol.35, No.1国际城市规划

林青青  何依    分形理论视角下的克拉科夫历史空间解析和修补研究

的新兴城市（图 7）。
（2）1920 年代以后：城市蔓延，东建新城

二战后，工业发展带来了人口和经济的增长，克拉科

夫城市建设迎来了又一轮的热潮，城市自外城边缘继续蔓

延。1948 年在克拉科夫老城以东 10 km 处建设了新胡塔新

城（Nowa Huta）（图 8, 图 9），成为老城以东的现代主义新城，

克拉科夫城市结构由此变为两大组团。

2.2  分形结构 ：分形元与分形秩序
经过漫长岁月形成的克拉科夫古城（即由环城绿地

分隔出的内城），其空间结构呈现出典型的分形结构特征 

（图 10），古城内人与街道和谐互动，建筑与自然、社会环

境相生相伴，是一座充满艺术气息的城市。本文即以克拉科

夫古城为样本，用图解的方式进行历史原型分析，通过分形

元和分形秩序解析古城的分形特征。

2.2.1  “庭院围合，层级嵌套”的分形元

分形城市由无数个基础空间单元的“分形元”（表 2）
构成，处在最底端的分形元可以影响大尺度的空间形态，小

尺度单元组合构成大尺度街区。分形结构本质是由最小单

元的“分形元”，按照一定分形秩序逐渐叠加衍生而成的 [7]，

因此分形元和分形秩序是分形结构的基础，在古城则表现为

庭院围合和层级嵌套。

首先是庭院围合。多幢建筑围合成的四方庭院是构建克

拉科夫古城城市空间的基本单元。一组庭院的建筑无论从平

面、立面，还是建筑装饰处理上，各有不同，但都和谐地融

入了庭院围合的基础单元，展示出克拉科夫古城传统建筑的

整体风貌特征。

其次是层级嵌套。在庭院围合的基础单元下，每个庭院

又具有各自的组合特征，即以庭院为基本单元的向内衍生性，

形成复杂的嵌套式庭院结构。多级庭院嵌套的组合形式，是

若干相对独立的庭院通过半公共性庭院按照一定的嵌套方式

进行组合，形成大尺度的庭院，成为构成克拉科夫古城肌理

形态的内在逻辑。

综上所述，庭院围合作为分形元，由于其兼具开放交流

和封闭私密的双重性，为克拉科夫古城创造了大量的小尺度

半公共空间，丰富了城市开放空间系统。同时，层级嵌套的

表 2  克拉科夫分形元

分形元 分形建筑肌理原型 街区平面肌理 现实庭院鸟瞰

资料来源：表中前 3 张图片为作者绘制，第 4 张截取自 Google Map

图 7  克拉科夫环城绿地分离的内外两城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6]

图 8  1920 年代以后的克拉科夫新胡塔新城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克拉科夫历史地图绘制

图 9  新胡塔新城空间模型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6]

图 10  分形结构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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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使古城的空间组织更加灵活可变。因此，庭院围合和层

级嵌套体现了克拉科夫古城城市空间演化的生长性逻辑，也

是古城分形结构的空间基础。

2.2.2  “多层拓扑，虚实相接”的分形秩序

在分形元的基础上，可以利用分形秩序进行分形迭代，

从而组织、连接不同尺度之间的城市空间。因此，分形秩序

是构建分形城市空间结构的内在逻辑。本文截取边长为800 m 

的正方形克拉科夫古城中心片区（图 11）作为研究对象，以

此在不同尺度的空间层级中，寻找古城肌理的分形秩序。

一方面是多层拓扑。克拉科夫古城具有多层级的拓扑结

构，且构成了连续的层级递变性：在这一过程中，空间尺寸

从 800 m、400 m、200 m、100 m 直至 50 m 依次递减（图

12），每一个尺寸的网格都涵盖了建筑（居住、商业、办公等）、

庭院、街巷等不同尺度和不同功能的空间场所，从而形成了

明显的连续空间层级。直到 25 m 的网格，空间的复杂度不

再连续。分形特征保持了古城空间形态于不同尺度、不同层

次在拓扑关系上的一致，形成了复杂而有序的空间关系，城

市活力由此产生。

另一方面是虚实相接。克拉科夫古城是典型的棋盘式道

路网络结构，由此而分割出的街区单元是规则的方形庭院，

因此克拉科夫的空间肌理规则且虚实相接。由图 12 中的网

格可以看出，从 800 m、400 m、200 m、100 m 直至 50 m，

实体空间与虚体空间组合，创造了“公共性—半公共性—半

私密性—私密性”不同开放度的行为空间，成为树叶形结构

中的流，从而激发了不同类型的公共活动，满足了人性化的

城市活动需求。

综上所述，在空间肌理保存较为完整的历史城市中，遵

循“多层拓扑，虚实相接”的分形秩序，以“庭院围合，层

级嵌套”分形元为基础单元，可在小规模、渐进式的城市微

更新中引导空间“生长”，实现城市的自我调整，有利于保

持新增组织与肌理原型的相似性，以及新建筑与传统建筑的

和谐性，实现城市整体空间结构在发展中的动态统一。

2.3  分形特征 ：相似性、分形性和韧性

2.3.1  层级结构的相似性

古城的空间语言具有分形特征，分形元按照分形秩序逐

级迭代，城市空间组织在不同层级上再现出统一的符号和排

列规则，使整体分形结构产生了自相似性。同时，在自组织

发展和相似性重复的过程中，城市空间网络均因其复杂的层

级结构和自相似性显示出高冗余度。观察不同尺度上的自相

似性，每一层尺度的变焦镜头都是“公共空间 + 连续结构”

的组合（表 3）：800 m 见方的范围内呈现出各种尺度广场的

分形层次结构，从整体上看，是克拉科夫古城中央集市广场

和古城中棋盘式道路分割出的街区庭院的组合；放大城市结

构，在 400 m 的尺度上可以看到天主教堂前开放空间与周边

图 11  克拉科夫古城 800 m 见方范围

表 3  克拉科夫城市形态的变焦镜头

800×800 m 400×400 m 200×200 m

中央集市广场 +

棋盘式街区

天主教堂前开放空间 +

周边街区庭院

广场旁庭院内开放空间 +

围合单体建筑

图 12  克拉科夫不同尺度方格网分析

800×800 m

100×100 m

400×400 m

50×50 m

200×200 m

25×2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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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庭院的组合；而在 200 m 见方的尺度，依旧是庭院内开

放空间与四周围合建筑的组合。这种具有层级结构的自相似

性使人们无论身处哪一个尺度的空间，都能产生场所感，找

到亲切的步行空间和公共场所，产生丰富的行为活动。

反之，不断扩张的现代主义城市仅仅是相同层级要素

（公路、超市、工业园区和住宅）的简单并列，因缺少层级

性而被割裂，这种机械并置无法产生任何场所感，否定了人

与环境共生共融的互动关系。

2.3.2  复杂网络的分形性

在尼科斯 · 萨林加罗斯（Nikos Salingaros）看来，“任何

生机勃勃且具有效率的城市都应该是分形的”[4]。城市结构

的分形性质可以用分形维数进行刻画。分形维数是描述分形

特征最重要的参数，其测算有多种方法，其中网格维数法是

最常用的。

以图 12 中 800 m 见方的古城肌理为例，将被测图形用

边长为 r 的小正方形覆盖，统计出被测图形覆盖的格子数量

N，然后将覆盖正方形的边长缩短为 r/2，再统计出被测图

形覆盖的格子数量，以此类推。统计结果是用不同边长 r 下

存在的不同的格子数，分别取对数 InNr 和 Inr，在双对数标

系中画出统计曲线。计算曲线中部近似直线的斜率，便是分

形维数 D，D 越高表示分形程度越高。

 D= InNr
Inr

Nr 表示第 k+1 级别的肌理通过格子数量与第 k 级别的肌理

通过格子数量之比，r 表示第 k+1 级别的格子边长与第 k 级

别格子边长之比。

（1）数据统计

将肌理通过网格数量进行对数运算得到表 4。
（2）曲线拟合

将表 4 中的 InNk 进行曲线拟合得到图 13。
拟合结果：y=-1.243 8x+2.915 2
其中 y 值为公式中的 InNk，x 值为公式中的 k，常数不

必研究，经过曲线拟合，即：

 InNr=1.243 8（斜率取绝对值）。

（3）分形维数计算

根据上文对于等级维数的运算介绍，肌理覆盖格子数量

对数运算值与边长比对数运算值的比值就是空间肌理的分形

维数，由此可得克拉科夫古城的分形维数为：

 D= InNr
Inr = 1.2438

In(1/2) =1.79

（4）分形特征总结

根据英国科学家巴迪等的模拟分析 [5]，城市形态的理想

分形维数为 1.701±0.025，现实城市形态的分形维数平均趋

于 1.7。克拉科夫的分形维数为 1.79，具有典型的分形城市

特征。

克拉科夫的历史城市肌理具有极强的网络关系，在 1 平

方英里的区域内，克拉科夫古城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上百种选

择路径，从而提供了丰富的社会交流与商业活动，甚至声色

与光影信息。

2.3.3  韧性结构的适应性

分形城市的韧性或者适应性，使历史城市能够在不断发

展中保持其基本结构，这是一个与记忆的持久性相关的复杂

概念。城市容纳了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记忆，据阿尔多 · 罗西

所述，“这个有机体，即这座城市的基础就是规划的持久性”[6]。

城市的韧性对维持历史结构至关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城

市的形态要在连续变形中适应新的功能需求，如果一个城市

的形态经过连续的变形仍然保持固定不变的内部秩序，即该

城市是具有韧性的。

克拉科夫古城的城市结构变化至今，历史中心的棋盘

式街道网格保留了中世纪的规划，1850 年战火烧毁的古城

城墙旧址上拓展出的环城绿地维持了老城的形态和范围，坐

落在古代市场所在地的苏金策广场（Sukiermiee）和交易厅

（ClothHall）功能随时代不断变化，是重要的历史见证。克

拉科夫古城历经许多世纪和不同文明而保存至今，每一次蜕

变都保留了连续的形态和鲜活的记忆。

3  卡齐米日旧城区空间肌理修补

14 世纪，克拉科夫成为中欧过境贸易的重要节点，吸

引了来自欧洲各地的商人，很多犹太商人在这里定居，从而

表 4  克拉科夫城市肌理通过网格数量与对数运算表

级别 格子边长 /m 肌理通过格子数量 /个 InNk

1 100 64 In64   4.1589

2 50 222 In222  5.4027

3 25 770 In770  6.6464

注：Nk 表示第 k 级别肌理覆盖格子数量。 图 13  克拉科夫古城肌理拟合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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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拉科夫南部维斯塔瓦河（Wista）岸边创造了一个具有

不同种族文化的犹太镇——卡齐米日（Kazimierz）（图 14）。
1791 年卡齐米日并入克拉科夫，以犹太遗产闻名，拥有欧

洲最集中的犹太教堂和祈祷场所，是克拉科夫最具文化价值

的地区之一，1978 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和

自然遗产名录。

在二战以后快速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中，卡齐米日旧城区

的传统格局逐渐被破坏，城市整体结构面临瓦解。1920 年代，

克拉科夫城市兴起了旧城改造与城市复兴。卡齐米日因其悠

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成为克拉科夫主要的复兴地

段。本文用前述对于克拉科夫古城空间肌理（图15）的分析，

来解释卡齐米日旧城区的空间修补政策。

3.1  多层级叠合
依据城市空间的分形逻辑，在整体结构、等级次序的限

定和引导下修补各个层级的建筑与开敞空间，是确保城市空

间形态协调统一的基础。复兴规划提出在保持原有空间布局

和道路网络结构的基础上，规划广场、街道等公共空间，构

成连续的城市空间网络。卡齐米日旧城区道路网络结构根据

其路网性质，可分为三个等级，使空间肌理形成了“街区—

街块—围合庭院”三个层级的单元（图 16）。在此基础上，

空间修补从局部街区的肌理组织入手，通过小规模的城市单

元更新实现自下而上的衍生和扩展，修补时应遵守旧城的分

形秩序，按照尺度层级越低、要素数量越大的原则规划各级

单元的规模和数量，对各个层级的建筑和开敞空间等进行修

补，形成多层级叠合的城市结构（图 17）。

3.2  小尺度连接
卡齐米日旧城区修补的重点在于小尺度要素的增加与连

接，提取自街区的基础单元——围合庭院，依据多层级的分

形结构，在城市破碎的肌理中嵌入小尺度的分形元（图 18）。
复兴规划提出保护和修缮旧城区的教堂、市政厅等重要历史

建筑以及传统建筑庭院，逐步自下而上修补城市的整体结构

（图 19），体现了城市传统文化的识别性，符合历史城市发

展的内在逻辑与空间规律。由此，小尺度依赖大尺度存在，

大尺度依靠小尺度增加联系，从而创造出层级结构明显的空

间形态。

图 14  卡齐米日旧城区区位

图 15  卡齐米日旧城区空间肌理

图 16  多层级叠合概念图
资料来源：左图根据参考文献 [7] 绘制，右图为作者绘制

图 17  卡齐米日旧城区多层级叠合

图 18  分形元修补概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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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多功能混合
一个有活力的城市不仅在整体层面上呈现为居住、商业、

宗教、开敞空间的功能混合（图 20），在每一个层级单元也

具有相同的混合用地结构，这种具有分形特征的功能混合在

不同层级上（街区—街块—围合庭院）不断重现，功能的差

异互补推动了人们在城市空间中的行为连接。

卡齐米日复兴规划提出通过改变建筑功能来实现整个旧

城区的功能空间重组。因此在卡齐米日旧城区的功能布局上，

在每一个层级单元，居住、商业、宗教建筑和开敞空间混合

在一起，彼此临近。对于街巷空间，在扩宽卡齐米日旧城区

的街道公共空间的同时，在街道的交叉口结合广场或街头绿

地集中设置商业设施，通过功能的融合将各方向的道路和交

叉口整合在一起（图 21）。“一个餐馆能让住宅区街道聚拢人

气，而住宅区则为餐馆提供了流动的人群。” [4] 这种多功能混

合的街区单元和街巷网络加强了街区与街道之间的联系，促

进了邻里关系。

3.4  各时段叠加
罗西认为从时间的角度来分析城市形态最为深刻，因为

“它所探讨的是集体生活中最具决定性而终极的目标：人们

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的创造”[6]。

卡齐米日旧城区复兴规划 [11] 提出修补从新建筑、新要

素的介入入手，历史建筑采取局部新建的方式嵌入到分形元

中，在修补过程中，变化的只是分形元中的多层单体建筑，

不变的是分形元的围合形式，由新旧建筑组成的分形元始终

保持着一定的完整度。这种“共时态”[12] 的“新旧拼贴”

修补方法（图 22）将不同时期的建筑统一在同一分形元中，

其展示的并不是一副静态的图景，而是城市建构过程在空间

中的展现，它“反映了城市空间社会历史性的本质”[13]，从

而使“旧城空间不再封闭在历史的禁锢中，而成为能够自我

调节和适应变化的有机体”[14]。

4  结语

历史城市是不断生长的有机体，在长时间的演化过程

中，形成了具有优越性的分形结构。因此，城市规划不应随

意抹去历史城市保留下来的结构，正如简 · 雅各布斯所主张

的：避免大规模的拆迁，进行小范围的渐进式更新调整。然

而 20 世纪以来的城市更新或改造方法正好相反——通过短

期内的“拆旧建古”来复制历史的单一秩序，从而重塑历史

空间。大拆大建造成时间的扁平化，也带来了社会历史网络

的断裂。“我们在 20 世纪采用了没有生命力的城市与建筑类

型，而现在这种建成环境教育我们将这个世界理解为一个没

有生命力的模式。”[11] 为了扭转这种趋势，需要改变单纯的

依靠复制历史来完成城市修补的规划方式。

一个历史空间是否具有活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肌理组织

的形态和特征，历史城市中的街区、街块、庭院和建筑形成

了一个位于不同尺度的有机整体，塞灵格勒斯在《城市与形

态》一书中极具说服力地阐明了分形结构的优越性。本文从

历史城市的分形结构出发，通过分析克拉科夫古城“庭院围

合，层级嵌套”的分形元和“多层拓扑，虚实相接”的分形

秩序，探索城市空间的分形特征，从中提取优越性分形元，

用于克拉科夫历史空间的修补设计。这种基于城市肌理研究

的空间修补方式，将修补控制在一个小规模的单元中，一定

意义上使城市更新依然处于历史结构的规定中。这对于指导

图 22  卡齐米日旧城区新旧肌理拼贴概念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自参考文献 [15] 绘制

图 20  卡齐米日旧城区功能混合
概念图

图 21 卡齐米日旧城区街巷空间
功能混合概念图

图 19  卡齐米日旧城区肌理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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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提出的“城市双修”工作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分形结构的优越性：“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其

构成要素相互连接、相互依存。同树形结构相比，分形结构

中存在更多的交叠和更丰富的路径连接”[16]，复杂的分形结

构提高了历史空间的稳定性，有利于激发历史空间的活力。

（2）修复方法的合理性：利用分形元和分形秩序修补历

史空间，使历史肌理得以延续，在空间维度上展示了和谐完

整的历史风貌，在时间维度上也营造了可识别的城市结构。

（3）实施操作的可行性：分形秩序所规定的小尺度分

形元的修补避免了大规模拆旧建新所面临的资金不足和拆

迁安置问题，小尺度的空间修补更具可操作性，具有现实

意义。

注：文中未标注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或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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