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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分形维数测算的西安古城道路网研究
朱少卿 1，董锁成 2，李泽红 2，李富佳 2，原琳娜 1，张佩佩 1
（1. 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西安 710062；2.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摘要：基于人类尺度营建的古城道路网经过历史演化具有分形结构。在汽车成为道路设计导
向的背景下，立足于分形连接的古城道路网应回归人性化出行的视角，应用 Hausdorff 维数简化
分析法、长度—半径维数分析法及分枝数目—半径维数分析法，对 1735 年、1893 年、1949 年及
2014 年四个时期西安古城道路网进行了分形维数的测算，揭示了道路网分形演化趋势和不同
时期的分形特征，探讨了演化原因并确定了分形演化过程中的三个阶段（不断向更高层次演化
阶段；演化到较高等级，但外部因素对道路网产生逆向扰动；处于较高层级，但交通方式变革使
基于人类尺度的道路网在结构和功能上发生局部蜕变），指出目前西安古城道路网在结构和功
能上的局部蜕化趋势不容忽视，并针对问题提出应推崇适宜步行和自行车出行的模式典范，对
古城道路网保护乃至整个古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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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历史古城内基于人类尺度营建的道路网，不论最初的规划如何简单、凌乱或规整统
一，经过长时间的历史发展，最终会形成具有强大抗干扰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的分形结
构[1]。这种结构首先表达的是与人的亲近关系[2]，严格遵循逆幂律，适宜步行和自行车出
行的中小尺度道路数量最多，所以步行和自行车出行理所当然应该成为古城内最主要也
是最适宜的出行方式，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古城内人地关系的和谐及道路网的持续健康发
展。随着交通方式的根本变革，城市街道成为“快速交通机器”。欧洲历史城市道路向大
规模、高速化方向发展，大尺度的宽街道受到极其推崇[3]，而亲近人类、满足步行和自行
车出行的中小尺度或细分尺度不断锐减消失，结构趋于简单，在不同尺度拥有相同熵值[4]
的平衡而有组织的分形道路结构受到强烈扰动甚至破坏。家用车为导向的道路设计及由
此导致的人类尺度的减少、社会交流空间的匮乏是城市整体质量下降的重要因素[5]。
因为城墙的存在，中国古城道路在漫长历史时期未被误认是持续的线性过程，而是
存在分形结构的非线性过程[1]。西安作为中国古城的典型代表，道路网的分形演化过程如
何？在小汽车成为道路设计及改造的导向性因素之后，具有分形结构的道路网受到了怎
样的扰动？在扰动下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在西方城市更加重视包括街道在内的城市公共
空间中人的步行需求的大趋势下西安古城道路网该何去何从？这些都是极有研究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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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问题，也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由于分形的原理特性、交通网络形成的本身机制及结构的空间特性，分形几何对本
文剖析古城交通网络特性及发展演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外学者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
将分形几何应用到城市交通网络的研究，分别对里昂、斯图加特、巴黎和首尔的交通道
路网进行了分形测算[6-9]。国内将分形几何应用于城市道路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
主要集中在三方面：① 区域交通网络布局研究[10-14]；② 城市道路网络扩散研究[15-21]；③
道路交通流控制研究[22-26]。从研究视角看，在小汽车成为道路设计及改造的导向性因素背
景下，没有研究基于城市道路应更加关注人类尺度的视角而使用分形方法对道路网的演
化和现状进行解读剖析并指出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从研究对象看，目前国内对单个
城市内部道路网络的分形研究相对比较缺乏，相关研究仅涉及上海、武汉、南京、大连
等少数城市，没有成果以封闭城垣内基于人类尺度而营建的古城道路网为研究对象；从
时间跨度上看，极少有成果对不同演化时期的道路网进行分形研究对比，更缺乏对道路
网分形演化过程的阶段划分。本文尝试从研究视角、研究对象和研究时间尺度上进行创
新。通过研究，可对道路网的演化及现状有更科学、客观的认识，把握道路网存在的问
题，进而从“以人为本”的视角对西安古城道路网的保护和合理发展提供思路和对策。
研究时间节点要考虑现今西安古城道路网的历史继承性。唐天祐元年 （904 年），韩
建在隋唐皇城上修建了仅相当于唐长安城 1/16 面积的“新城”。“新城”内道路网经历五
代、北宋、金和元四朝延续性的演化到了明朝初年，“新城”外建筑和道路网随着城市的
废弃消失殆尽。对于中国古城，城墙扩建及城门位置的变化对道路网的演化发展及道路
网格局产生根本性影响。明洪武七年 （1374 年） 西安古城在韩建“新城”基础上向东、
向北扩展，随着城墙的扩建和城门的新增，元朝旧城的道路网成为了新的城市道路网的
一个局部，道路网在更大的空间重新发育并演化，崭新的城市道路格局开始形成并演化
至今。鉴于现今西安古城道路网格局主要形成于明西安城扩建之后，且明朝至今西安古
城位置、大小均未改变，限于历史资料的限制，选取 1735 年 （清雍正十三年）、1893 年
（清光绪十九年）、1949 年及 2014 年 4 个时期西安古城内所有公共道路为研究对象，利用
ArcGIS 软件对不同时期的道路网进行矢量化处理 （图 1）。

2 研究方法
分维是分形研究最主要的
定量判断依据，主要使用
Hausdorff 维 数 分 析 法 ， 长 度
—半径维数分析法和分枝数
目—半径维数分析法。
2.1 Hausdorff 维数分析法
Hausdorff 维数适用于大比
例尺区域内具体道路网络的分
形研究，可测算出路网覆盖均
匀度，能很好的体现交通网络
的空间分布形态，确定地表示
道路网空间覆盖能力和空间充
填程度，对路网合理性评价具

图 1 不同时期西安古城区域道路网络图
Fig. 1 The road networks in the ancient city of Xi'an in different times

3期

朱少卿 等：基于分形维数测算的西安古城道路网研究

563

有重要的意义。设 U 是 n 维 Euclid 空间 Rn 的任意非空子集，U 的直径|U|是这样定义的：

|U|=sup{|x-y|:x, y∈U}，若集合 F ⊂ ∪U i ，且|Ui|≤δ，则{Ui}是 F 的一个δ覆盖。假设 F 是 Rn
n

i=1

的子集，p 是非负数，对任意的δ＞0，定义 H δ （F） =inf{ ∑| U i }，{Ui}是 F 的一个δ覆
n

p

i=1

|

p

盖，并约定空集|∅|p=0。当δ递减时，上式的下确界是非递减的。若 t＞P 且{Ui}是 F 的一

个δ覆盖，有 H δt ( F ) ≤δt-p H δ (F)，令δ趋向于 0，若 0＜ H (F) ＜∞，必有 H t (F) =0(t＞p)；同
p

p

理，t＜p 时，若δ趋向于 0 时 0＜ H (F) ＜∞，必有 H t (F) =∞。说明存在一个临界值 p，使
p

在这一点上 H ( F ) 从∞迅速降为 0，这个临界值即为 F 的 Hausdorff 维数。具体测算方法
为：用边长为 rH 的正方形方格将研究区域完全分割，计算有道路落入的正方形方格数目
N(rH)。变化正方形边长 rH，重新分割研究区域并计算此时的 N(rH)。分别对 rH 及对应的 N
(rH)取对数并将数据标注在双对数关系图上，用最小二乘法拟合出直线：lg(N(rH))=C－k×
lg(rH) （C 为常数），若存在无标度区，则符合分形，直线斜率 k 即为 Hausdorff 分维数。当
Hausdorff 分维数 DH=2 时，具有完全的自我相似性，在区间 （1,2） 内，DH 越接近 2，路网
的覆盖均匀度、空间充填程度越高，空间覆盖能力越强。
2.2 长度—半径维数分析法
长度—半径维数分析法简称长度维度，反映道路网络分布密度变化状况[10]。就使用
范围而言，长度维数用于测度古城范围内的道路网络是合理可行的。对于几何体，存在
如下关系：L1/1∝S1/2∝V 1/3∝M 1/d （L 为长度；S 为面积；V 为体积；M 为广义体积；d 为欧式
维数），若 L=M，则 d =1，若 S=M，则 d =2，以此类推，对于分形几何体，d 则为非整
数。面积为 S 的区域内，若道路网为分形结构，则区域内道路长度总和 L(s)1/d∝S1/2。为便
于计算，取研究区域为圆形，则 L(rL)=L1rDL，式中：rL 为所取圆的半径，L(rL)为所取圆内
道路的长度总和，L1 为常系数，DL 为长度维数。具体测算方法为：以古城几何中心为测
算中心，依次计算回转半径 rL 由小到大取不同值时所对应的πrL2 面积内道路长度总和 L
(rL)，分别对 rL 及所对应的 L(rL)取对数并标绘在双对数关系图上，用最小二乘法拟合出直
线：lg(L(rL))=k×lg(rL)+C （C 为常数），若存在无标度区则符合分形，直线斜率 k 即为长度
维数 DL。当 DL∈(1,2)时，DL 值越高表明道路网络密度从中心向四周下降得越慢，道路网
在古城内密度分布越均匀。
2.3 分枝数目—半径维数分析法
分枝数目—半径维数简称分枝维数，原理就像树干生树枝，树枝生枝条，每层次生
长越多，则道路越复杂，揭示道路网络的纵横交叉特征及其复杂性的空间变化 [10]，用以
刻画道路网的通达程度，数值可靠。分枝维数是利用回转半径法由关系式 N(rB)∝rBD 所确
p

B

定，这里 N(rB)=∑n (i) ，其中 rB 为回转半径，n(i)为第 i 个环带中道路网络的分枝数目
k

i=1

（从中心开始向外围，i 取 1,2,3,……,k），k 规定了 i 的取值上限，N(rB)为πrB2 范围内各环带
的分枝数目累积和。式子 N(rB)∝rBDB 若用常系数 a 表示，则 N(rB)∝arBD ，幂指数 DB 即为分
维数。具体测算方法为：对 rB 及对应的 N(rB)双双取对数，将 lg(rB)和 lg(N(rB))标注在双对
数关系图上，用最小二乘法拟合出直线：lg(N(rB))=k×lg(rB)+C （C 为常数），若存在无标
度区则符合分形，直线斜率 k 即为分枝维数 DB。在区间 （1,2） 内，DB 数值越大，道路网
联通指数越高，道路结构越复杂，发育越成熟。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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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分析
使用 ArcGIS 软件，分别取 rH=50 m、100 m、150 m、200 m、250 m 及 300 m，对西
安古城区域进行完全网格覆盖，每个时期 rH 及其对应的 N(rH)值见表 1，绘出 lgrH-lgN(rH)
散点图，用最小二乘法拟合出直线如图 2 所示，存在明显的无标度区，符合分形，并均
通过了相关系数法的显著性检验。各时期的 Hausdorff 维数如下：清雍正十三年，DH=
1.64；清光绪十九年，DH=1.65；1949 年，DH=1.59；2014 年，DH=1.57。
使用 ArcGIS 软件，分别以 rL=100 m，200 m，……，2600 m 为回转半径做同心圆覆
盖古城区域。4 个测算时期不同 rL 及对应的 L(rL)值如表 2 所示，绘出 lgrL-lgL(rL)散点图，

表1

不同时期 rH 及其对应的 N(rH)值

Tab. 1 The values of rH and N(rH) in different times
N(rH) （个）

rH
（m）

公元 1735 年 （清雍正十三年）

公元 1893 年 （清光绪十九年）

公元 1949 年

公元 2014 年

50

2775

2871

2585

2539

100

1044

1067

1017

1006

150

525

538

535

538

200

321

324

323

327

250

207

214

213

215

300

148

150

149

150

图2

不同时期 rH 和 N(rH)的双对数关系

Fig. 2 The ln-ln plot on the values of rH and N(rH) in different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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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最小二乘法拟合出直线如图 3 所示，存在明显的无标度区，符合分形，并均通过了相
关系数法的显著性检验。各时期的长度维数如下：清雍正十三年，DL=1.77；清光绪十九
年，DL=1.81；1949 年，DL=1.87；2014 年，DL=1.95。
使用 ArcGIS 软件，分别以 rB=100 m，200 m，……，2600 m 为回转半径做同心圆覆
盖古城区域。4 个测算时期不同 rB 及对应的 N(rB)值如表 3 所示，绘出 lgrB-lgN(rB)散点图，
用最小二乘法拟合出直线如图 4 所示，存在明显的无标度区，符合分形，并均通过了相
关系数法的显著性检验。4 个时期的 DB 值为：清雍正十三年，DB=1.67；清光绪十九年，
DB=1.70；1949 年，DB=1.94；2014 年，DB=1.93。
表2

不同时期回转半径 rL 及 L(rL)值对应表

Tab. 2 The values of rL and L(rL) in different times
L(rL) （m）

rL
（m）

公元 1735 年 （清雍正十三年）

公元 1893 年 （清光绪十九年）

公元 1949 年

公元 2014 年

100

605

552

381

200

200

2061

1970

1319

1400

300

4728

4711

3506

3001

2400

154062

163342

139999

139434

2500

156227

165722

141817

141521

2600

157449

166955

143054

142809

……

……

图3

不同时期西安古城区域道路网长度—回转半径双对数坐标图
Fig. 3 The ln-ln plot on the values of rL and L(rL) in different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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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期回转半径 rB 及 N(rB)值对应表

Tab. 3 The values of rB and N(rB) in different times
N(rB) （m）

rB
（m）

公元 1735 年 （清雍正十三年）

公元 1893 年 （清光绪十九年）

公元 1949 年

公元 2014 年

100

16

16

4

4

200

44

42

20

17

300

93

92

60

48

……

……

2400

2589

2741

2309

2142

2500

2615

2772

2325

2170

2600

2629

2786

2335

2183

图4

不同时期西安古城道路网分枝数目—回转半径双对数坐标图
Fig. 4 The ln-ln plot on the values of rB and N(rB) in different times

不同时期，三种分形维数的测算结果及趋势走向总结如图 5。
明朝形成的主要街巷构成了清代道路网的基本骨架。清顺治六年 （1649 年） 在人口
稀少的东北城区修建了满城[27]，随着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及满城的不断开发完善，清雍
正十三年 Hausdorff 维数达到 1.64，道路网覆盖均匀度较高。长度维数为 1.77，道路网总
长度达到 157 km，道路网分布较为密集，由中心向外围的衰减强度较弱。分枝维数为
1.67，处于较高的水平，道路网通达度高，道路交叉点密集，中小尺度丰富，结构复
杂，抗干扰能力较强，是一个由轻微中断直线连接而形成的曲线构建出的连接成倍增加
的丰富结构，更加接近 Alexander 推崇的半格结构而非树形结构[28]；雍正十三年到光绪十
九年，以步行为主的交通方式没有变化的前提下，人类尺度道路网不断发展，道路网不
断进化和完善，愈发人性化：清光绪十九年道路网空间覆盖均匀度达到最高水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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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空间填充度最高，空间覆盖趋于均匀合理状态。道路网长度增加到 167 km，长度维数
提升到 1.81，道路分布更加均衡、密集，道路网结构更加复杂和稳定。道路网分枝维数
持续上升并突破 1.7，愈发纵横交错、四通八达；清末由于战争及人口急剧减少，道路网
受到较大的扰动，1949 年 Hausdorff 维数急剧下降到 1.59，分枝数目减少严重。受陇海铁
路西安站通车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影响，大量人口涌入西安并集中分布在原满城区
域，加之政府将此区域划为新市区进行重点开发，开始广辟道路[29,30]，局部道路网的恢复、
完善使得道路网的长度维数进一步上升，道路网密度从中心向外围衰减强度越来越小，
分枝维数值增长到 1.94，道路网通达性得到较大程度的提升；1947 年陕西省建设厅拟定
《西安市分区及道路系统计划书》 并要求对西安古城内道路进行扩宽[31]。从此，人类尺度
的道路网分形维数缓慢增长、道路网络缓慢成长的轨迹开始改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
汽车保有量激增，汽车成为影响道路网演化的主导力量，速度与加速度不合理的成为古
城道路网追求的价值标准，大量道路被扩宽拉直，适合人类步行的古城道路网由于交通
方式的变化而受到强烈扰动：rH=50 时 N(rH)值持续降低，Hausdorff 维数持续下降，路网
的覆盖均匀度及空间覆盖能力进一步降低。虽然 2014 年长度维数值高达 1.95，发展到了
由中心向四周密度近似均匀分布的高水平阶段，但与 1893 年相比，道路网长度下降了
24 km，适宜人类的中小尺度道路显著减少，在不同尺度拥有相同熵值的分形道路结构
受到强烈扰动。标志着街道模式纹理细密程度与复杂度的分枝数目进一步急剧下降，分
枝维数开始下降，细分尺度及由其产生的交叉连接不断减少，道路网通达度降低，依赖
于道路网交叉连接的古城城市肌理稳固性也不断降低。

图5

不同时期分形测算结果及其趋势

Fig. 5 The variation tendency of the three fractal dimensions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选取的 4 个测算时期代表了西安古城道路网在分形演化过程中的三个不同阶段：①
不断向更高层次演化阶段 （代表年份：清雍正十三年、清光绪十九年）。人类步行为主导
交通方式，古城道路网不断进化和成熟，结构不断趋于丰富和复杂，稳定性和抗干扰能
力不断增强，向着更加适合人类、具有分形结构的更高层次演化：道路总长度及道路分
枝数目不断提升，基于人类需求的道路网分形维数持续增长，道路覆盖均匀度不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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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道路网密度空间分布趋向于更加均匀，通达度日趋提高，愈发纵横交错、四通八
达，城市肌理更加细密和稳固。此时期街道作为开放社会空间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凝聚
古城社会关系方面发挥重大作用，促进了古城社区的蓬勃发展。② 演化到较高等级，但
外部因素对道路网产生逆向扰动 （代表年份：1949 年）。人类步行为最主要交通方式，
出现人车混行，汽车对道路网演化产生一定影响，但未成为道路网演化的主导力量，道
路网依然以中小尺度道路为主，道路依旧是维系人性化社会公共空间的核心和社会关系
的维系纽带，城市肌理细密而稳固。三种分形维数通过漫长的历史演化，均处于较高水
平，战争及社会变迁对道路网产生较大逆向扰动。若剔除外在因素影响，道路网分形维
数缓慢增长轨迹并未改变，基于人类尺度的道路网不断进化趋势并未逆转。③ 处于较高
层级，但交通方式变革使基于人类尺度的道路网在结构和功能上发生局部蜕变 （代表年
份：2014 年）。三种分形维数值均处于较高水平，道路网分形演化到结构和功能均复
杂、丰富而稳定的较高等级阶段，具有抗干扰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强大、允许变化的非
线性分形结构。但长期演化形成的基于人类尺度的分形道路网由于交通方式变化而在结
构和功能上发生局部蜕变，除了长度维数外其他维数均持续下降，rH=50 时 N(rH)值、道
路网总长度及道路分枝数目呈现出全面减少的趋势。随着道路逐步向大尺度发展，基于
城市道路网的城市肌理开始趋向松散，基于人类尺度道路的城市公共空间不断丧失，道
路作为社会关系纽带的作用逐步弱化甚至消失。
从明朝开始演化至今的西安古城道路网分形结构可优化城市道路，为道路网带来适
应力，能够通过吸收扰动、不让扰动打乱结构的稳定性而在其受制的扰乱中发展。正是
分形道路的特性使得基于人类尺度营建并通过漫长历史演化而形成的更加亲近人类、遵
循逆幂律、适宜人类步行的道路网在汽车时代的扰动下三种分形维数依旧处于较高的水
平，以古城道路网为骨架的城市肌理依旧具有较高的稳固性。分形的古城道路网首先应
特别适合人类步行和自行车出行，但实际情况却与道路网分形结构特性相反，汽车成为
越来越多的道路首要的满足对象，成为影响道路网演化的主导力量。大量道路被扩宽拉
直，人类尺度不断丧失，步行道和汽车道逐渐分离使得部分道路尤其是主干道路愈发不
便于步行及自行车出行，长期演化形成的基于人类尺度的道路网由于交通方式变化而在
结构和功能上发生局部蜕变。逆向蜕化趋势与人性化出行需求及古城健康发展是相违背
的，如果继续不断的忽视人类需求而一味迎合汽车行驶需求，继续迷恋于大尺度道路的
建设，随着中小尺度的不断消失，道路网将被撕裂成两个极端尺度，道路网结构和功能
上蜕化的量变趋势将长期持续。具有分形特征的优秀城市道路网将越来越偏离人的需
求，必将诱发道路网结构和功能上的紊乱并终究摧毁道路网的功能，甚至最终将摧毁古
城本身，不利于西安古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4.2 讨论
街道并非仅仅是西安古城网格的交通管道，还具有维持个人和古城命运的重要作
用。与以分形方式组织在一起的西安古城道路网更加适宜的是人性化出行方式，应尊重
历史演化趋势、道路本身性质及古城保护与发展的科学规律，在西安汽车保有量不断增
长的背景下，保护历史长期演化形成的亲近人类的具有分形结构和高复杂性道路网，推
崇适宜步行和自行车出行的模式典范。
目前西安古城区域承担了过多不必要的过境交通压力，拥堵催生了大尺度道路的建
设，结果反过来又加大了交通流量。为脱离愈演愈烈的恶性循环，应通过在古城外围修
建地下快速环路等方式避免不必要的交通流对古城道路网带来的扰动；具有活力的城市
道路应包含些许大元素和诸多小元素 [32]，遵循逆幂律，应大力保护现存的中小尺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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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并加强连接，增强古城道路的复杂性以接近自然系统的复杂性；逐步限制私人汽车
的行驶，打造适宜人性化出行的道路条件，街道行车数量的减少会刺激沿街商业的繁
荣，加快行人脚步有利于古城社区的蓬勃发展；舒适、便捷、多样的公共空间是建设宜
居型社区的关键，应缩减大尺度街道的宽度，主干道在保证必要机动车通行的基础上缩
减为双向双车道宽度，街道外围以道路为核心打造适宜步行和自行车出行的人性化舒适
城市公共空间和绿化空间，重塑街道作为开放空间凝聚社会关系的纽带作用，构建宁静
和谐的古城气氛；借鉴 TOD 模式的成功经验，依托永宁门、钟楼、北大街、安远门、朝
阳门、五路口、洒金桥、桥梓口、大差市、长乐门及和平门地铁站，构建以地铁站为核
心交通节点，以步行、自行车、电动车、电动观光车等为主要交通方式的古城生态交通
模式。适宜步行和自行车出行的模式典范不仅有利于保护历史长期演化形成的基于人类
尺度的分形道路网，对保障古城出行安全、打造蓬勃健康的社区、凝聚社会关系、促进
商业和旅游业的发展繁荣乃至古城形象的提升、生态城市的建设及古城遗产保护都具有
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碍于目前文献资料的数量及质量限制，无法通过对更多时期道路网的研究来更加细
致地刻画道路网分形演化过程，无法对道路网分形演化进行更加丰富的阶段划分；优秀
的城市道路是在不同尺度上通过有序的分形连接层级组织起来的，道路层级的剖析对于
道路网的分形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数据资料的缺乏，暂时无法对道路层级因素进行
探究，矢量化道路网时只能将所有道路网作为一个层级进行处理，因而未得出西安古城
不同层级道路出现的频率关系。随着分形研究不断深入，西安古城道路网分形维数的测
算方法和精度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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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ractal dimension study of road networks in the
ancient city of 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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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uman- scale based road networks in ancient city finally have developed
extraordinary fractal structure through lengthy historical evolu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vehicle transportation rather than walking has been the oriented principle of road design, this
paper holds out for the perspective that road networks with fractal connections in ancient city
should focus more on humanized travel eagerly. The method of fractal geometry is chosen to
reveal and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of the road networks in the ancient city of
Xi'an, which is taken as the typical research object in this paper. The fractal dimension values
of the road networks in the ancient city of Xi'an in 1735 A.D., 1893 A.D., 1949 A.D. and 2014
A.D. are calculated via Hausdorff Fractal Dimension, Length- Radius Fractal Dimension and
Dendrite- Radius Dimension methods. The detailed calculation is as follows: the Hausdorff
Fractal Dimension value is 1.6412 in 1735 A.D., 1.6489 in 1893 A.D., 1.5913 in 1949 A.D. and
1.5744 in 2014 A.D.; the Length- Radius Dimension value is 1.7723 in 1735 A.D., 1.8147 in
1893 A.D., 1.8663 in 1949 A.D. and 1.9544 in 2014 A.D.; the Dendrite- Radius Dimension
value is 1.6673 in 1735 A.D., 1.7024 in 1893 A.D., 1.9358 in 1949 A.D. and 1.928 in 2014 A.
D. Based on the calculation above, the evolution trends of each three fractal dimensions have
been traced out clearly, the road networks' fractal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periods have been
examined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fractal evolution have been discussed deeply and
precisely. And then, three stages in fractal evolution processes of the road networks in the
ancient city of Xi'an have been identified: (1) the road networks are evolving toward a higher
level. In this stage, the values of the three fractal dimensions all increase continuously.
Therefore, the road networks become increasingly sophisticated and advanced 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2) the road networks have evolved into the high- level stage, but they are
encountering perturbation. The fractal road networks are advanced and sophisticated 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but external factors that connected with wars and social instabilities let
the road networks suffer from reversed perturbation. And the perturbation have imposed
negative influences on the road networks with fractal structure absolutely; (3) the road
networks remain in the high- level stage, but partial degeneration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In
this stage, all the values of the three fractal dimensions stay in the high-value level, but two of
the three fractal dimensions tend to decline. Although the road networks in the ancient city of
Xi'an still possess the fractal structure, partial degeneration results from the change in the
modes of transportation in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s obvious and pernicious. Next to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three stages above, this paper judges that the current system of the road
networks in the ancient city of Xi'an makes the fractal structure more advanced and more
sophisticated. But more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degradation.
Otherwise, malignant transmutation will be caused surely to disorder or even destroy the fractal
road networks and the whole ancient city of Xi'an. Therefore, paradigmatic humanized city
transportation modes of cycling and walking are highly recommended in this paper to preserve
the road networks and to facilita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ntire ancient city of
Xi'an.
Keywords: ancient city; road networks; human scale; fractal dimension; fractal feature; Xi'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