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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钾是茶叶生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营养元素，研究其空间变异规律可为茶园的养分施用与经营管理提供理

论指导，为切实提高茶叶质量和产量提供建议。论文以江、浙优质茶叶种植区内的速效钾含量为研究对象，运用描
述统计学分析、半方差函数模型以及空间插值方法分析钾元素在不同地域条件下的空间变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 （ 1） 天目湖和溪龙乡种植区的速效钾含量平均值明显高于龙井村和东山镇种植区，其中溪龙乡最
高，东山镇最低。（ 2） 半方差函数模型拟合显示江苏两个茶叶种植区速效钾含量有中等空间相关性，浙江两个茶叶
种植区速效钾含量空间相关性较弱。（ 3） 插值结果显示江苏省两个茶叶种植区的速效钾含量高值区均在西南和东
北部，浙江省两个种植区的速效钾含量高值区分布较分散。（ 4） 四个种植区的速效钾分布均受到结构性因素和随
机性因素共同作用，浙江省两个茶叶种植区受随机性因素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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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在茶树体内的含量仅次于氮素，极大地影响
［1］
茶叶产量和品质。 厉龙明 等人研究表明钾能加

内生真 菌 感 染 水 平 影 响 的 土 壤 速 效 钾 分 布 。 徐
［8］
［9］
［10］
茂 、孙伟侠 、张玲娥 等人从时间跨度上对速

强茶树的光合作用，促进新陈代谢产物的运输和存
［2，
3］
等人研究表明钾能调节茶树
储； 阮建云、王晓萍

［11］
效钾 含 量 的 空 间 分 布 进 行 研 究； 熊 柳 梅 、庞
［12］
［13］
凤 、孙永健 等人分析了速效钾的空间分布特

对水分 的 吸 收 和 利 用，提 高 茶 树 的 抗 旱 能 力； 吴
［4］
洵 研究表明钾能增强茶树的抗寒抗病能力 。 在

征并指出其影响因素； 张少良、张兴义

实际评定中，一般以速效钾来表达其在土壤中的含
［5］
量 ，其值大小会直接影响作物生长和土壤健康 。
不同地域钾含量的对比研究更是为钾的空间特征解
析提供方法论指导，帮助茶园管理者根据种植区内

［14］

等人从不

同坡度讨论了土壤速效钾的空间分布特征 。这些研
究都分析了土壤速效钾的空间分布特征 ，但是对于
茶园钾的空间分布研究较少，且基本都是以一个茶
园为研究区，缺乏对不同区域茶园速效钾的空间异

土壤速效钾的含量制定科学合理的施肥方案 。

质性对比分析的研究。
基于此，
论文以江、浙地区四个典型茶园为研究

有关土 壤 速 效 钾 的 空 间 分 布 特 征 研 究 较 多。
AP Mallarino［6］等人研究了不同耕作模式下深度施

区，
运用描述统计学分析、半方差函数模型以及空间
插值方法，
研究钾元素在不同地域条件下的空间变异

［7］
肥后的土壤速效钾分布； S． Ｒ． Wilkinson 等人以美

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结果期望能为茶园的施肥方
提高茶叶产量和质量。
法和经营管理提供理论指导，

国肯塔基州的一个牧场为对象研究其受施肥和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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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东山镇位于吴中区西部，太湖东岸，属北

1

材料和方法

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全年雨量丰沛，气候温和。
境内多为丘陵，海拔 100 ～ 300 m。 土壤母质为石英

1. 1

研究区概况
江、浙同属于我国长三角地区以及中国四大茶

区中的江南茶区，是我国优质名茶高产区，其土壤质
［15，
16］

地及土壤元素背景值相似

。 本研究在两省分

别选取两个优质茶叶种植地作为研究区 ，对比分析
钾元素的空间变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由于研究区
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各地茶园的种植规模大小不一，
因此采样区域的面积存在差异。本次研究选取的区
域都是江浙地区出名的茶叶种植区 。研究区区位如
图 1 所示。江苏省的两个采样区分别是溧阳市天目
湖镇的桂林村（ I） 和苏州市的东山镇（ II） ； 浙江省的
两个采样区分别是安吉县溪龙乡的黄杜村 （ III） 和
杭州市的龙井村和杨梅岭村（ IV） 。

砂岩及湖相沉积物，因太湖水体调节，土壤呈酸性、
土色黄红、质地疏松，当地称黄红土。该研究区内茶
2
园面积 2 298 hm ，主要种植碧螺春。

安吉县溪龙乡位于浙江省西北部，属亚热带海
洋性季风气候，日照充足，年平均气温 15． 60℃ 。 区
内海拔 80 ～ 500 m，地形复杂，分布较多低山和丘
陵。土壤类型主要为酸性的黄棕壤和红壤 。该研究
2
区茶叶种植面积超过 6 600 hm ，主要种植白茶。

杭州市龙井村位于西湖风景区西南面，属中北
亚热带过渡区，气候温和，雨水充足。区内地势起伏
较大，丘陵密布，海拔在 200 m 以下。土壤类型为白
砂土与黄红壤土，其所含的微量元素适宜茶叶优良
2
品质的形成。该研究区茶叶种植面积 50 多 hm ，主

要种植龙井茶。
1. 2

土壤样品采集
实地考察和走访茶叶种植户，结合遥感影像，从

江、浙选出四个典型的茶园作为本次研究的取样区 。
依据 1： 5 000 的乡镇级土地利用现状图、1： 10 000
地形图、卫星图片等，借助地理信息系统软件 ArcGIS，提取地形、地貌、水文等数据作为区域自然资源
参数。同时，按土壤亚类划分，根据区域不同的分布
面积比例和利用方式，在四个种植区各选取 40 个采
样点，每个样点取 1 kg 左右混合样品。并准确记录
采样点的地形、土壤类型、土壤质地、耕层厚度以及
GPS 地理坐标等信息。 为保证样本数据准确性，采
样时间挑选在春茶采收基本结束，园地养分未施加
之前，具 体 日 期 为 2013 年 4 月 18 日 ～ 5 月 20
［17 － 19］

日

。最终采集样本 160 个。 采样点分布情况

见图 2。
图1

研究区行政区位图

Fig． 1

Location of study area

1. 3

土壤样品处理
土壤样品带回后自然风干、去除异物、研磨过筛

溧阳市天目湖镇地处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 ，属

（ 0． 074 mm） ，制成待测土样，采用乙酸铵提取—火

中纬度亚热带丘陵山区气候，四季分明，全年气候温

焰光度计 法 测 定 土 壤 样 本 中 的 速 效 钾 含 量； 采 用

暖，雨水和日照充足。 地形平坦，有部分低丘，海拔

TOC 分析仪（ 日本，Shimadzu） SSM-5 000A 固体进样

在 50 m 以下。区内土壤主要为酸性的黄棕壤，部分

模块测定土壤样本中的有机质含量。 同时，本文还

为黄壤土和黄棕砂等。该研究区茶园面积251 hm ，

采用电位法 （ SevenCompact S220K，瑞士 ） 对样本的

是江苏省第二大茶叶主产区，主要种植绿茶和白茶。

pH 值进行了测定［1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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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点分布图（ A 天目湖镇种植区，B 东山镇种植区，C 龙井村种植区，D 溪龙乡种植区）
Fig． 2

1. 4

地

Distribution of sampling sites （ A Tianmuhu，B Dongshan，C Longjing，D Xilong）

和龙 井 村 种 植 区 的 速 效 钾 含 量 最 大 值 均 在

数据处理
运用 SPSS 软件分析研究区土壤速效钾含量 ，包

300 mg / kg左右，溪龙乡种植区为 258. 595 mg / kg； 东

括最值、均值等； 运用 K-S 检验是否正态分布并分析

山镇、溪龙乡和龙井村的最小值均在 10 mg / kg 以

速效钾和单个影响因子的相关性。 运用 ArcGIS 对

下，天目湖最大，为 16. 745 mg / kg； 就平均值而言，

数据的空间关系进行分析。由于经典统计分析只能

溪龙乡和天目湖种植区较高，分别为151. 423 mg / kg

从总体状况上对土壤速效钾的含量进行描述 ，不能

和 143. 288 mg / kg，远高于东山镇和龙井村种植区

反映空间分布数据的结构性和随机性、空间相关性

的 109. 750 mg / kg 和 113. 179 mg / kg。 速效钾空间

和依赖性、空间格局与变异。 因此采用地统计学方

变异性随变异系数（ CV） 增大而增强，通常认为变异

法对其进一步分析并插值。利用半方差函数对土壤

系数 CV≤0. 1 时为弱变异性，0. 1 ＜ CV ＜ 1 时为中

速效钾含量的空间分布进行拟合 ，结果中的块金值、

等变异性，CV≥1 时为强变异性

基台值和变程等能够反映速效钾含量在研究区范围

变异系数都属于中等变异性，其中溪龙乡变异系数

内的空间变异程度和相关程度。根据半方差模型拟

最小，速效钾含量值最为集中； 龙井村变异系数最

2

合结果中的 Ｒ ，决定采用何种插值方法对研究区土
［20 － 26］

壤速效钾含量的空间分布进行分析

。

［23］

，四个研究区的

大，速效钾含量值分布最为离散。
对照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养分分级标准 （ 见表
2） ，四个种植区样本速效钾含量在每个等级均有分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布。天目湖和溪龙乡种植区样本集中分布于四级以
上，且一、二级偏多，占到样本总数一半左右； 而龙井

2. 1

描述统计学分析
SPSS 统计结果显示 （ 见表 1） ，天目湖、东山镇

村和东山镇分布相对较为分散，且速效钾含量为六
级的样本均占到总样本数四分之一 ，很大程度上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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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Tab． 1

样本描述统计参数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parameters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中值

mg / kg

mg / kg

mg / kg

mg / kg

40

16． 745

308． 025

143． 288

40

9． 795

298． 045

109． 750

溪龙乡

40

5． 920

258． 595

龙井村

40

8． 625

301． 075

研究区

样本数

天目湖
东山镇

表2
Tab． 2

标准差

变异系数

偏度系数

峰度系数

134． 293

79． 088

0． 552

0． 144

－ 0． 819

115． 253

76． 146

0． 694

0． 528

－ 0． 297

151． 423

158． 403

70． 864

0． 479

－ 0． 298

－ 0． 890

113． 179

100． 690

83． 043

0． 734

0． 605

－ 0． 557

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养分分级标准（ 速效钾）

The 2nd national soil survey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 available potassium）

等级（ 含量水平）

一级（ 极高）

二级（ 很高）

三级（ 高）

四级（ 中等）

五级（ 低）

六级（ 很低）

速效钾含量（ mg / kg）

＞ 200

150 － 200

100 － 150

50 － 100

30 － 50

＜ 30

低了样本的总体水平，导致平均值低于其他两个种
植区。
2. 2

变程是指任意两观测点之间具有某种程度空间
相关性的距离，如果两点间的距离超过该范围则不
［26］

半方差函数拟合

。通过表 3 和图 3 可以看到，天目湖
和东山镇的变程远大于溪龙乡和龙井村 。其中东山
具有相关性

半方差函数的计算一般要求数据符合正态或近
［28］
似正态分布 ，因此需要检验四个种植区的样本数
据是否符合条件。 在 Arcgis 软件中通过半变异 / 协
方差函数云找出离群值，用平均值 ± 标准差的方法
进行替换后，对种植区样本进行 K-S 检验，结果显示
均符合正态分布，因此可以进行地统计学分析。
利用 GS + 软件对四个种植区的土壤速效钾含
量数据进行半方差分析，拟合参数见表 3。 块金值
与基台值的比值可以反映土壤属性空间相关的程
度。如果比值小于 0． 25，说明土壤属性具有强烈的
空间相关性； 如果比值在 0． 25 ～ 0． 75 之间，表明土
壤属性具有中等的空间相关性； 大于 0． 75 说明土壤
［29］

属性空间相关性很弱 。 溪龙乡和龙井村种植区
的比值都达到 0． 75 以上，土壤速效钾含量之间的空
间相关性很弱，变异更多由随机性因素引起，比如施
肥、耕作等。而天目湖和东山镇种植区的比值都在
0． 5 左右，土壤速效钾含量有中等的空间相关性，是
结构性因素和随机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表3
Tab． 3

镇变程达到 3 880 m，结合块金系数，表明该种植区
内结构性因子对速效钾含量的影响较大 ，且范围很
广。溪龙乡种植区的变程只有 55 m，小于步长，这
与函数拟合效果差有一定关系。
各种植区变程的差异与地形特征有关，天目湖
以平原和低丘为主，起伏相比于龙井村较小； 东山镇
和溪龙乡均以丘陵为主，但东山镇地势起伏比溪龙
乡小，因此天目湖和东山镇速效钾含量变化在较大
范围内具有连续性，而龙井村和溪龙乡空间变异的
尺度较小。
2. 3

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运用 ArcGIS 软件中的克里金插值方法对研究

区土壤速效钾含量的空间分布进行估算 。首先判定
各研究区适用的空间插值方法： 四个种植区中天目
2
湖和东山镇的拟合系数 Ｒ ＞ 0． 5，适宜使用克里格
2
空间插值分析，溪龙乡和龙井村的拟合系数 Ｒ ＜

0. 5 且偏低，适宜使用反距离加权插值法分析 。

半方差函数拟合结果

Fitting results of semi variance function

研究区

块金值

基台值

块金值 / 基台值

变程（ m）

Ｒ2

ＲSS

模型

转换

天目湖

0． 109

0． 248

0． 559

1 276． 000

0． 503

0． 019

Spherical

对数

东山镇

0． 340

0． 675

0． 526

3 880． 000

0． 639

0． 055

Spherical

对数

溪龙乡

0． 036

0． 182

0． 800

55． 000

0． 000

0． 011

Gaussian

对数

龙井村

2． 080

14． 600

0． 858

213． 000

0． 108

74． 800

Gaussian

平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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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半方差函数模型

Fig． 3

Semi variogram model

空间插值分析结果显示，天目湖地势相对较平
坦，土壤速效钾含量在相近区域基本成片，西南、东
北部最高，均高于 150 mg / kg，西北片区土壤速效钾
含量在 100 ～ 150 mg / kg 之间，东南片区土壤速效钾
含量均低于 100 mg / kg； 东山镇研究区土壤速效钾
含量呈由北向南的阶梯式递减状 。其中西侧面向太
湖，土壤速效钾含量整体高于东侧背湖区 ，低值区位
于中部东侧靠近居民区位置，低于 50 mg / kg，高值
区位于东北部，高于 200 mg / kg； 溪龙乡种植区土壤
速效钾含量高值区基本位于海拔较高处 ，由于茶叶
的规模化种植，西北方向低海拔区域土壤速效钾含
量也较高。速效钾含量明显的低值区出现在部分路

图4
Fig． 4

天目湖速效钾普通克里格插值图
Ordinary Kriging interpolation of Tianmuhu

口； 龙井村种植区的土壤速效钾含量高值区位于中
部海拔较高位置，低值区位于西部，速效钾含量低于
100 mg / kg，部分区域低于 30 mg / kg。 对比发现，天
目湖和溪龙乡种植区的速效钾含量整体要高于东山
镇和龙井村，这和描述统计学分析中的情况相符 。
各研究区土壤速效钾含量插值情况见图 4 ～ 图 7。
2. 4 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分析
土壤中养分元素总的变异既受自然因素如成土
母质、地形地貌等空间变异的影响，也受一些随机因
素如施肥、作物布局、耕作措施等的影响，其空间变
化是内因（ 土壤发生） 和外因 （ 人为随机） 共同作用
［31］
的结果 。综合考虑半方差函数拟合的参数 、空间

图5
Fig． 5

东山镇速效钾普通克里格插值图
Ordinary Kriging interpolation of Dong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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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土壤理化性质
从北往南，研究区的土壤粘性有增大趋势，总体
来看，溪龙乡和龙井村种植区的土壤粘性较天目湖
和东山镇种植区更大，保持钾素的能力更强。 插值
图显示，东山镇土壤速效钾含量高值区范围也较大 ，
且速效钾含量整体呈现西高东低的特点 ，主要是由
于东山镇研究区西侧面向太湖，土壤湿度较高，粘性
较大； 本文对样本 pH 和速效钾含量进行了相关性
分 析，结 果 显 示 有 显 著 的 相 关 性，相 关 系 数 为
图6

－ 0. 183，随着 pH 升高，速效钾含量减少。 但是根

溪龙乡速效钾反距离加权插值图
Fig． 6

据描述统计学分析可知天目湖的速效钾含量却远高
于龙井村，这是由于天目湖种植区大多施用菜籽饼

IDW interpolation of Xilong

肥。菜籽饼肥能明显提高速效钾含量，并且其含有
的有机质能培肥改土，增加孔隙度，提高土壤蓄水保
［33］
肥能力 。土壤有机质不但提供植物生长所需要的
养分，
也通过影响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性质改善土

从而提高速效钾含量。因此本文对种
壤的养分状况，
植区内的速效钾和有机质含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
相关系数为 0. 207。
果显示两者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 3） 地形条件
图7

由于地形因子与土壤中水分的运输及物质的运
［34］
移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而影响土壤中养分分布情

龙井村速效钾反距离加权插值图
Fig． 7

IDW interpolation of Longjing

插值反映的分布特征以及实地考察，分析土壤速效
钾含量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
2． 4． 1

自然影响因素

（ 1） 耕层厚度
耕作层是作物生长的主要基质层，其厚度直接
影响渗入土壤水分总量、地表径流、水分蒸发、土壤
［32］

流失、土壤气体交换等

。 通过 SPSS 软件的相关

性分析发现土壤速效钾含量和耕层厚度有显著的负
相关关系，相关系数 － 0． 193。 统计结果发现 （ 见表
4） ，随着耕层厚度的 加 深 速 效 钾 含 量 先 增 加 后 减
少，在耕层厚度为 15 ～ 20 cm 时最高，随后明显开始
降低，总体趋势上与软件分析的负相关关系符合 。
表4
Tab． 4

况。相关研究表明土壤钾素含量与海拔呈正相关 ，
［35］
随着海拔升高，土壤钾素含量增加 。 结合遥感影
像、实地观察和插值图 （ 图 4 ～ 7） 发现： 天目湖整体
地势平坦，高度差较小，地形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
东山镇以丘陵为主，从西南往东北海拔升高，土壤速
效钾含量从丘陵中部的 50 mg / kg 以下递增至东北
部最高海拔处的 200 mg / kg 以上； 溪龙乡地势复杂，
以低山丘陵为主，东北和东南片区海拔较高，土壤速
效钾含量大多高于 150 mg / kg，海拔 330 m 处的速效
钾含量达到 200 mg / kg 以上。 受茶叶大规模种植、
有效管理的影响，速效钾含量高值区并不完全位于
海拔较高处； 龙井村中部海拔最高，达到 220 m，附
近的土壤速效钾含量超过 200 mg / kg。

不同耕层厚度速效钾含量均值统计表

将种植区内的地形按坡度划分为平地、缓坡和
陡坡，对不同地形所采样本的速效钾含量进行数据

Average content statistics of available potassium

分析（ 见表 5） 。在天目湖、东山镇和龙井村，随着坡

in different topsoil thickness
耕层厚度 h（ cm）

10≤h ＜ 15 15≤h ＜ 20 20≤h ＜ 25 25≤h ＜ 30

样本数（ 个）

15

59

59

27

速效钾含量均值
（ mg / kg）

126． 942

141． 121

123． 324

105． 935

度的增加，速效钾含量减少，这是由于土壤样本采集
时间正值春季末，雨水较多，故推测是降雨导致坡面
土壤养分有所流失； 而溪龙乡则相反，在坡度大、海
拔高的区域速效钾含量高，这和当地大型茶园施肥
和护理水平比较高有较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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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不同地形条件的样本速效钾含量平均值（ mg / kg）
Tab． 5

Average content statistics of available
potassiumon different terrain

35 卷

龙乡种植区的土壤速效钾含量较高的区域分布较
广，且呈块状。此外，东山镇种植区部分区域可能得
［37］

天目湖

东山镇

溪龙乡

龙井村

平地

160． 232

115． 725

120． 598

128． 372

缓坡

137． 640

93． 998

154． 456

120． 679

162． 049

104． 945

2． 4． 2

报

益于果、茶套种

地形

陡坡

学

，速效钾含量较高。

3

结论与不足

3. 1

研究结论
（ 1） 天目湖和溪龙乡种植区的速效钾含量平均

值明显高于龙井村和东山镇种植区，其中溪龙乡最
高，东山镇最低。天目湖和溪龙乡速效钾含量变异

人为影响因素

（ 1） 道路
修建道路时路基的夯实以及日后使用中机动车
辆的滚压增加了土壤的密度，导致土壤空隙减少，含

系数较大，集中分布于一、二级； 而龙井村和东山镇
土壤速效钾含量变异系数相对较低 ，分布较为分散。

水量下降，养分贮存能力降低。 道路交通产生的气
体和烟尘污染可以改变土壤的 pH 和化学组成，影

（ 2） 溪龙乡和龙井村种 植 区 的 块 金 系 数 大 于
0. 75，土壤速效钾含量之间的空间相关性很弱 ，变异

响土壤养分。道路的修建也会加速地表侵蚀，加大
［36］
地表径流，增加水土流失 。 数据分析发现，东山

更多由随机性因素引起。而天目湖和东山镇种植区
的块金系数在 0. 5 左右，土壤速效钾含量有中等的

镇和溪龙乡茶园土壤速效钾分布受道路影响明显 。
东山镇（ 图 8 左 ） 道路分布相对较多的中部东侧区

空间相关性。从变程来看，天目湖和东山镇的速效
钾含量在较大范围内具有空间相关性，溪龙乡和龙

域的速效钾含量较低； 溪龙乡 （ 图 8 右 ） 速效钾明显
的低值区都出现在道路交叉口。

井村由于地形起伏大，变化连续性差，空间相关的范
围较小。

（ 2） 施肥管理
描述统计学分析显示天目湖和溪龙乡速效钾含
量比龙井村和东山镇高很多，且调查走访发现，天目
湖、溪龙乡种植区速效钾含量高值区基本都是大型
茶场和大型承包户、合作社。 规模化种植的大型茶
场在施肥、管理等各个环节都投入了较大的成本 ，种
植效果相对于单独种植的农户更好 。其中溪龙乡成
立了一个种植联盟，包含八家大型茶厂，在他们的带
动下，当地农户的种植施肥更科学，经营管理也更有
效，提升了茶叶的质量与产量。 通过插值图可见溪

图8
Fig． 8

（ 3） 插值结果显示，东山镇土壤速效钾含量分
布呈较简单的阶梯式渐变状，其余三个研究区速效
钾分布情况相对复杂。天目湖与东山镇种植区土壤
速效钾含量低值区均位于东南部； 溪龙乡种植区土
壤速效钾含量低值区位于低海拔及部分路口处 ； 龙
井村种植区土壤速效钾含量低值区位于西部 。针对
研究区速效钾含量偏低区域，应适当增加施肥量。
（ 4） 四个种植区的速效钾分布均受到结构性因
素和随机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与耕层厚度、pH 值呈
负相关，与有机质含量呈正相关。 溪龙乡和龙井村

研究区道路分布图
Distribution of traffic r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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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受到人类活动影响，因此采取更有效的施肥
方法和管理模式至关重要。
3. 2

研究不足

本文对江浙典型茶叶种植区的速效钾含量进行
了描述统计学分析、半方差函数分析以及空间插值
分析，得出速效钾含量在空间分布上的特征 ，并分析
其可能的影响因素。 但研究中仍存在一些不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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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vailable Potassium in Typical
Tea Gardens in Jiangsu Province and Zhejiang Province
SHI Longbo1 ，FANG Bin1，2，3* ，DONG Likuan1
（ 1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Ｒesearch Center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Land Problem，Nanjing，
210023；
2 Jiangsu Center for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Ｒesourc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Nanjing，
210023； 3 Jiangsu Key Laboratory for Material Cycle and Pollution Control，Nanjing，
210023）

Abstract： Potassium is a necessary nutrient element for the growth of tea．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comparison of tea
gardens on its spatial variation for guidance to fertilization，management of tea gardens and improvements of tea’s
quality and productivity． In this paper，available potassium contents at some known tea planting places in 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s were studied． Through descriptive statistics，semi-variogram model and spatial interpolation
methods，the spatial vari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vailable potassium were analyzed． Ｒesults showed that：
（ 1） The average contents of available potassium in Tianmuhu and Xilong were much higher than that in Longjing
and Dongshan． The average content in Xilong was the highest，while those in Dongshan was the lowest． （ 2） The
fitting results of semi-variogram model indicated that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for available potassium content of the two
planting areas in Jiangsu province was medium and that of the two planting areas in Zhejiang province was weak．
（ 3） According to the interpolation plot，it found that areas with high potassium content appeared to the south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Jiangsu province，while in Zhejiang province the high value areas were disperse． （ 4）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vailable potassium of four planting areas were all affected by structural factors and random factors，
and that in Zhejiang province were affected more by random factors．
Key words： available potassium； tea garden；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