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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农业栽培包含了对植物特定优良品质的筛选。植物在这种选择压力下会具有如下的栽培

特征：果实增大，果肉增多，植物有性繁殖和传播种子的能力降低（1）。 

茄科植物，为草本，灌木或半灌木植物，互生叶。该植物家族广泛分布于除南极洲外的

世界各地。南美洲和中美洲发现的茄科植物的种类最多。属于该家族的植物有： 

•茄属，例如：番茄，小番茄（Solanum lycopersicum）和茄子（Solanum melongena）。 

•辣椒属（辣椒或甜椒），如：绿辣椒（Capsicum annuum），甜椒或青椒，辣椒，哈瓦那

辣椒等。 

•酸浆属，如：黏果酸浆（Physalis ixocarpa） 

在农业上都具有重要价值（2）。 

 

网架种植 

 

现今，农作物通过网架种植（entutoran）来增加种植面积并且提高果实的品质。网架种

植（Entutorar）您的作物让植物分布地更为均匀，更好地展露叶片，使它们吸收更多的

阳光，而这正是非网架种植（entutorado）作物所缺少的。农作物如番茄，辣椒和甜椒

(tomate, chile o pimiento)更需要良好的网架种植（entutorado）系统，因为它们果实的重

量会压弯或压折植物的枝条，使果实接触潮湿的地面并感染真菌，细菌或病毒性疾病。

另一方面，传统的支架方式（entutorado）（如木杆和酒椰叶纤维绳）消耗大量人力，这

使农民在作物种植上需要高强度劳作。根据每平方米的植物数量和植物可生长高度计

算，在田间栽培一公顷番茄平均需要消耗 66 至 70 公斤的酒椰叶纤维绳。 

在欧洲， 60 年代，聚丙烯网的出现改善了网架种植(entutorado)的方式。使用支架网的

网架种植（entutorado）系统可以持续地为农作物提供更好的支撑。近年来，我们遇到

由于气候变化造成的农业损失：强风造成作物倒伏，暴雨损伤植物花叶，这些严重降低

了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损害了农民的收入。这些损失可以通过使用良好的网架种植方

法来预防。 

 

 

 

 

 

 

 

 

 

 

 

 

 

 

 

 

 

 

在 大 棚 内 安 装
HORTOMALLAS

双排支架网 

将 HORTOMALLAS

网绑紧固定在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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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HORTOMALLAS网进行网架种植的重要性 

当使用酒椰叶纤维绳种植蔬菜非常普遍，但是这

种方法也具有一定的缺点： 

•需要大量的人力才能开展网架种植（entutorar  

）。                      

•需要大量人工操作才能将植物固定。 

•酒椰叶纤维绳变干后开始粉状剥落，这些细粉

末会粘附在果实上。 

•一根绳断裂就有可能造成整棵植物倒伏。 

•由于它是由多股的细线编织成，是细菌和霉菌

滋生的温床。 

 

 

 

使用支架网的很重要，因为它拥有以下这些优点： 

•它易于安装，节省您的时间和金钱。 

•在农作物管理上对人工操作的需求在最低水平。 

•获得阳光照射的叶片数量增加。 

•可增加种植密度。 

•通风得以改善，减少病原体如霉菌和细菌的生长的条件。 

•改善的支撑系统，防止作物病毒性疾病或霉菌和细菌疾病的接触性传播。 

•由于植物充分地伸展开，使灭菌处理更为简单便捷，也更易于药液的吸收。 

•在 25x25cm 的网框内能更够方便高效地修剪和采收农作物。 

 

HORTOMALLAS 支架网的网孔为 25×25 厘米，为农作物修剪和采摘提供了更大的活动

空间，避免对植物的伤害，从而延长植物的生命期。 
   

 

 
 
 
 
 
 
 
 
 
 
 
 
 
 
 
 
 

 

酒椰纤维绳是由几股线构成，这使它成为

细菌和霉菌的完美滋生地。 

在修剪和采摘植物时，HORTOMALLAS 网孔（25x25cm）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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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Solanum Iicopersicum） 

番茄原产于新大陆—美洲。墨西哥， 特别是韦拉克鲁斯州和普埃布州被认为驯化栽培

番茄的源头。当西班牙人到达美洲时，番茄已经高度驯化，形成了一系列不同的果实，

并可根据果实的形状、大小、颜色和果穗的类型进行分类（6）。种子扁平，肾形; 根由

主根、侧根和不定根组成; 花黄色，由五个或更多萼片，五个或更多花瓣和五或六个雄

蕊组成; 果实是圆形的。番茄是一种浆果，其颜色从黄色到红色多样化，微酸，可生吃

或加工后食用（6）。尽管番茄需要充足的光照，但它的生长不受日照长度的影响。从海

拔 20 米到 2000 米都可以种植，最适温度为白天 30℃，夜间 16℃（若夜间温度高于 26℃，

将不结果）。 目前，番茄被如下分类： 

 

界：植物界 

门：维管植物 

纲：木兰纲 

目：茄目 

科：茄科 

属：茄属 

种：番茄 
 

 

 

 

 

 

 

 

 

*此分类的数据可通过以下链接找到： 

http：//www.itis.poviservlet/SinpleRpt/SinpleRpt？ search topic = TSN＆search 

value = 521671 

 

番茄是世界上种植最多的作物之一，在 2013年生产这种蔬菜的 50个主要国家中，中国

大陆地区名列第一，50,552,200.00吨; 印度，美国和土耳其分别位居第二，第三和第

四位，产量在 11,000,000.00 至 18,000,000.00 吨之间。 巴西，西班牙和墨西哥产量

在 3,000,000.00 和 4,000,000吨之间，在全球番茄产量前十名范围之内（26）。番茄

产量在中国大陆和印度的主要农作物产量中居于第十一位; 而在美国，番茄产量位居第

10位（25）。 

 

 

 

 

 

 

 

 

http://www.itis.poviservlet/SinpleRpt/SinpleRpt
http://www.itis.poviservlet/SinpleRpt/SinpleR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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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子（Solanum melongena） 

又被称为落苏，矮瓜，原产于亚洲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在 1200 年，茄子已经在埃及

种植了，随后被引种于地中海和欧洲其他地区。茄子喜欢温暖干燥的生长环境，生长温

度平均为 23-25℃，需要 10 到 12 小时的光照（否则可能会导致花不育），相对湿度可在

50-65％之间，土层深厚，土壤肥沃，pH 值为 6-7（7）。苗床育种周期约为 30 天，种植

周期为 160 至 180 天。培育幼苗的最佳时间是 9 月至 12 月和 10 月至 1 月种植（21）。

茄子的根系由一个主根和许多侧根构成（向上可达近地表 5cm 的土壤中）;茎很强韧，

根据不同品种（已知的或未知的）可以高达 2 至 3 米;完全叶，叶片大，具有很长的叶柄，

互生于茎上;紫色花;果实是细长的和球状的，它可以变化颜色从紫色，黑色，白色和组

合如斑驳的白色（紫色或绿色）（28）。目前被如下分类： 

 

 

界：植物界 

门：维管植物 

纲：木兰纲 

目：茄目 

科：茄科 

属：茄属 

种：茄子 

 

 
 

 

 

 

 

 

 

 

*此分类的数据可通过以下链接找到： 

http://www.itis.gov/serylet/ SingleRpt / SingleRpt？search_topic = TSN＆search_value = 

30446 

 

2013 年，中国大陆是茄子的主要生产国，共生产 2843.55 万吨。 印度排名第二，为

13,444,000 吨，伊朗排名第三，产量为 1,354,185 吨（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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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椒（Capsicum annuum var. annuum L.） 

 

原产于中美洲，其培育驯化超过 6000 年。辣椒仍有一些野生种，如墨西哥奇特品辣椒

或皮奎辣椒（3）。品种 Capsicum annuum var. annuum 是培育种，是世界最重要的辣椒

之一，有很多别名，包含了大多数栽种品种，如：牛角椒、长辣椒、甜椒、灯笼椒等。

Capsicum annuum var. annuum 是在中美洲培育驯化的，特别是墨西哥，在提瓦坎所发现

的公元前 6500-5500 年考古遗迹有最早辣椒遗存（8）。 

 

辣椒是一个多年生植物，发育周期为一年，簇生，它的主根是直根型，长度可超过一米。 

其栽培区域可从零海拔至海拔 2500 米。对低温敏感，适宜温度为 24℃（3）。 目前被如

下分类： 

 

 
 

 

界：植物界 

门：维管植物 

纲：木兰纲 

目：茄目 

科：茄科 

属：辣椒属 

种：辣椒 

 
 

 

 

 

 

 

 

 

 

 

*此分类的数据可通过以下链接找到： 
http://www.itis.gov/servlet/SingleRpt/SingleRpt?search_topic=TSN&search_value=30492 

  

2013 年，中国大陆的辣椒的产量为 15,800.00 吨，墨西哥产量为 2,294,400.00 吨，位居

第二，第三名土耳其产量为 2,159,348.00 吨。 

 

 

 

 

 

 

 

 

http://www.itis.gov/servlet/SingleRpt/SingleRpt?search_topic=TSN&search_value=30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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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椒（Capsicum annuum var. annuum） 

 

甜椒是辣椒（Capsicum annuum var. annuum L.）众多的品种之一。这品种也被称为菜椒，

青椒，灯笼椒。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秘鲁和玻利维亚，在那里除了辣椒（Capsicum annuum 

var. annuum L.）外，另外四个品种也被种植。它们可以通过果实形状，尺寸和颜色区分

（32，33）。 

 

甜椒是一年生灌木，根据不同甜椒种类，植株可高达 75 厘米。茎二叉分支，在分枝茎

上生有中等大小深绿色叶。两性花，生于分枝的腋处；花长约 1 厘米，有五个花瓣，六

个萼片和杯状花托。果实为浆果，其形状和大小多样，重量可从几克到半公斤（圆形，

圆柱形，方形等）（33）。 
 

 
 

墨西哥辣椒（Capsicum annuum var.annuum） 

 

墨西哥辣椒是世界上种植的所有辣椒品种中在拉丁美洲食用最多的品种之一。这种品种

的辣椒在多种土壤中都生长良好，特别是砂质壤土。土壤必须有良好的排水，良好的保

保水和透气能力（34）。 
墨西哥胡椒辣椒生长的最佳平均温度，白天为 22℃，晚上为 16.5℃。在较低的温度下

可能少花（花不育）并且减缓植物的生长; 高于 32℃也可能导致花和果的损失（34） 

 

 

由于甜椒是热带和亚热带植物，适宜其生长的平均温度为

22-23℃; 温度为 30℃或更高时，将伤害植物，造成花不育，进而

损失果实。种植需肥沃的土壤，排水良好，土壤 PH 微偏酸，灌

溉充分。建议施肥来平衡土壤中的营养元素，在修剪中，建议修

剪植物的顶芽，从而刺激成簇生长，支架网为 60 厘米或更高（31）。 

这种品种的绿色辣椒通常被称为墨西哥辣椒智利，但它也被称为哈

雷派尼奥辣椒。是一年生植物，茎直立，有分枝，深绿色，花白色

生于分枝连接处（腋窝）。它可以生吃，烹熟或进行其它加工。另外，

墨西哥辣椒智利还被认为是最具有经济效益的辣椒之一（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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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瓦那辣椒 (Capsicum Chinense) 

这种辣椒被认为是在亚马逊驯化培养的。 

C.Chinaense品种中最具代表性的辣椒

就是哈瓦那（Habanero），在秘鲁，厄瓜

多尔和巴西等国家野生生长。它是高度约

1.5米的灌木植物，每个茎节有悬垂两朵

或更多的花。果实有多种颜色从红棕色、

橙黄色到柠檬黄，果实的形状很多样

（35）。 

这个品种适合热带气候，生长在墨西哥，

中美洲，亚马逊和巴西南部。种子通常在

苗床中培育，那里可为其更好的生长发育

提供有利条件，之后进行移栽。 

培育幼苗的土地必须具有良好的排水性，这种辣椒可在海拔范围从零到 2700米的范围

内种植。良好的生长发育需要 750到 1000 毫米的降水量，从而获得更好的产量。适于

栽培在倾斜度小于 5％，平坦或起伏的地面上; 对盐碱中度耐受，最佳土壤 pH值为 6.5

（35）。 

曼扎诺辣椒（Capsicum pubescens） 

这一品种在南美洲广泛种植，生长在海拔

1500 米至 3000 米之间。 它在墨西哥被

称为“perón”，或“chile manzano”，

意思是“苹果”，可能因为其相似的形状

而得名。在危地马拉，被称为“chambo- 

roto”；在南美洲，它被称为“rocoto”。

曼扎诺辣椒是草本或灌木植物，可以高达

到 3米，叶面光滑或密布短绒毛，花紫色，

叶子大而褶皱。 这种辣椒被认为起源于玻

利维亚，现在仍生长分布于从玻利维亚高

原到哥伦比亚的安第斯山脉中（35）。 

 

 

 

 

 

 

 

紫色花生长在

茎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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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果酸漿 (Physalis philadelphica Lam.) 

 

也称为墨西哥酸漿，皮番茄或墨西哥綠番茄等。它是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中美洲种植的

番茄。由于全墨西哥都可发现它的野生种和栽培种，它被认为是在墨西哥南部驯化培育

的。黏果酸漿是草本植物，植株高度在 13 到 60 厘米之间，其栽培品种生长周期为一年

（13,14）。 它的主根为柱状，生有侧根，根长可达 60cm; 茎基部是草本的或木质的，

有条纹，覆有绒毛; 叶形简单，具有不规则的叶缘，互生;花为黄色，在某些情况下是紫

色和白色，星状; 果实黄绿色，球形，被包裹在萼片中（29）。 目前被如下分类： 

 
 

 

界：植物界 

门：维管植物 

纲：木兰纲 

目：茄目 

科：茄科 

属：酸浆属 

种：黏果酸漿 
 

 

 

 

 

 

 

 

 

*分类数据可以在以下链接找到

http://www.itis.gov/servlet/SingleRpt/SingleRpt?search_topic=TSN&search_val

ue=529632 

  

2014年，报道的种植面积 46,524.59公顷，产量为 661,141.11 吨，产值为 2，404,944.16

比索，约为人民币 764004.3元（4）。虽然相比黏果酸漿而言番茄的种植更为广泛，但

到 2014年，两者种植面积的差异仅为 5,850.32公顷。这使我们认为这种作物的市场正

在扩大（4）。 

 

 

 

 

 

 

http://www.itis.gov/servlet/SingleRpt/SingleRpt?search_topic=TSN&search_value=529632
http://www.itis.gov/servlet/SingleRpt/SingleRpt?search_topic=TSN&search_value=529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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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操作对植物造成机械胁迫 

 

植物机械胁迫和如何通过网架种植降低机械胁迫 
HORTOMALLAS 

 

植物中的机械胁迫（estrés mecánico）是在植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自然地发生的。植物

在应对诸如雨或强风等自然条件时，由于机械胁迫，在植物中产生一定程度的压力，其

成为植物形态的“调控因子”;无论是天然还是诱导的机械胁迫（estrés mecánico），都

会抑制受影响的植物的生长，植株大小和重量。在种植实践（prácticas hortícolas）中，

除了受到雨水或风力的自然压力之外，支撑悬吊（tutoreo）作物也会在植物中产生重要

的机械胁迫。这使得植物在收到机械胁

迫两到三天后才能恢复生长（9,10）。 
 

网架种植（entutorado）一种重要的种植技术。

它有助于通风，改善微环境，这种方式有利于

减少由于潮湿而出现的疾病。番茄、茄子、甜

椒和黏果酸浆，虽然是簇生，但从网架种植

（entutorarlos）中受益匪浅，因为这种方法

防止了果实造成的茎的弯曲和折断（16）但每

次用酒椰叶纤维绳捆绑固定植物，调节松紧

时，都会产生机械胁迫，这使得植物减少对枝

叶果实生长的能量的供应，转而用于修复产生

的损伤。相似的，如果植物被人为操作改变了

位置，它将专注于重新调整位置和方向来获得

最佳的光照和通风条件。使用酒椰叶纤维绳支

撑植物，意味着大量的人力需求和人工操作，

这增加了对植物的机械胁迫（estrés 

mecáni-co）（见手册：番茄种植中的机械胁

迫）(revisar el manual de estrés mecánico en 

tomate)，提高了作物的生产成本（9）。 

 

 

 

传统的支撑悬挂种植，在捆绑固定时会对植物造成机械胁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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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酒椰叶纤维绳固定植物 

茄科疾病的人工传播和如何利用 HORTOMALLAS 进行预防 

此外，除了对植物造成的机械胁迫(estrés)外，农场工人会成为接触性传播的疾病（即

通过处理患病植株后再接触健康的植物，从而感染植物）的载体。这被称为接触性传播

或机械传播(transmisión por contacto o transmisión mecánica)。这种疾病是由植物病

原体引起的，感染作物后会产生多种病状，造成作物减产。症状从果实畸形到作物的部

分或完全损失。这些病原体包含：霉菌，细菌，线虫和病毒（hongos, bacterias, nemátodos 

y virus）。例如烟草花叶病毒（TMV）引起的机械传播（transmisión mecánica）——在

处理感染烟草花叶病毒的植物时，这种病毒可以沾染在手或衣服上传播给其他植物，使

用的设备和工具也可能被污染并传染疾病。 

因此，新的网架种植（entutorado）方法，例如使用支

架网（也称为支撑网或园艺支撑网），显着地减少了

由工人造成的对植物的机械胁迫（estrés mecánico），

允许他们自由生长。它还防止接触性疾病的机械传播

（从工人到植物）。 

卫生规程/措施： 

1.掌握您所购买的种子的确切信息：种子来源，是在

何种条件下获得的，分装和储存所需的条件，它们的

预期产量，它们的果实特性，发芽百分比和它们是否

未感染病菌。 

2.了解田地的基本状况：以前种植什么作物，使用过

什么化学品，之前的作物是否曾染病，该田地目前是

否合适用于种植。我们必须对存在的微生物和重金属，

以及土壤的肥力等进行了解研究。 

3.需要定期检查灌溉系统和排水渠。 

4.犁地，除去土块，并使土壤中的有机物氧化。 

5.犁出犁沟以改善灌溉和排水条件（也防止洪水）。 

6.记录所用除草剂的剂量和施用日期。 

7.建议使用填料抑制杂草生长并节约用水。 

8.葫芦科和茄科作物建议使用支架网（entutorar）。 

9.在接触幼苗（移植中）或植物（田间操作）前后，要着重防止它们被植物病原体感染。

特别是幼苗期，这个阶段植物特别易于染病。 

10.对用于灌溉的蓄水池和排水渠的状态必须持续关注。 

11.建议使用滴灌，同时使用网架支撑系统以减少病菌污染的机会。 

12.对于化肥应注意这几个方面：有一个专门存放化学品的地方，每种化肥必须有原产

地的证明，进行叶和土壤分析以确定维持最佳土壤肥力所需的化肥种类和数量（30）。 

13. 如果使用有机肥料，必须用堆肥，巴氏杀菌，加热干燥，紫外线辐射，碱性消解

等进行处理。必须由有卫生部（COFEPRIS）授权或 ISO017025 认证的实验室进行检测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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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有机肥料必须在与栽培区域分开的地方储存和处理。 

15.必须有特定场所来堆放垃圾废物。 

16.利用物理和生物的方法建立隔离，防止家畜或野生动物进入种植区。 

17.当施用肥料或化学品（除草剂或杀虫剂）时，工人必须接受关于如何使用每种产品

的培训，他们必须有相关的安全设备。必须使用特殊的容器来混合每种产品。 

18.处理装有农用化学品的空容器时，

建议使用三次洗涤法。先在容器中装

四分之一体积的水，盖上盖子，然后

摇晃洗涤 30秒，将容器倒空。重复洗

涤三次，容器可以压缩成碎片，存储

在临时的储藏室，之后统一运送到处

理中心（30）。 

 

 

 

 

 

番茄细菌性溃疡病菌（Clavibacter 

michicianensis subsp. Michipanensis）（具

有细胞壁和细胞膜结构的细菌）在番茄作物中： 

•在疾病初期没有可检测到的症状，但在接下来的几天

中： 

•下部叶片开始快速枯萎，之后上部叶片也开始枯萎。 

•茎上出现坏死的条纹并延伸至叶柄。 

•果实上出现具有中间为棕色，边缘白色的圆形斑点，

称为鸟的眼睛，之后植物坏死并枯萎（11,12）。 

 

预防番茄细菌性溃疡病 

•购买不含细菌，霉菌和病毒的种子。 

•进行土壤分析以防止细菌的出现。 

•将用于植物发芽，移植和维护的工具和材料进行消毒。 

•通过良好的排水系统避免过多的水分。 

•保持犁沟之间的区域干净（无杂草）。 

•保持用于处理作物的工具清洁（从一个植物到下一个植物进行清洁，或至少在从一个

沟槽移动到下一个沟槽时）。 

•作物轮作有助于减少这种细菌的污染（22,12）。 

下部叶片枯萎 

农作物周围的生物隔离（花） 



 

©Copyright-HORTOMALLAS 2016              使用 HORTOMALLAS 网架种植茄科作物指导手册 

斑驳的番茄叶片 

番茄果皮上的斑点 

细菌性斑点病（Xanthomonas vesicatoria）在辣椒和蕃茄中： 

•这是一种在温度和湿度较高时发

生的疾病。 

•症状表现为出现不规则形状的深

绿色斑点，后呈棕色，病斑外缘出

现紫色。 

•它会使染病植物脱叶，从而降低植

物的产量（15）。 

 

预防细菌斑点病。 

•购买无病原体种子。 

•保持田间清洁（无废弃的其它作物） 

•用于作物管理的工具要保持清洁（从一个植物移动到下一个植物或在不同田垄间使用

时清洗它）。 

•当植物潮湿时不要修剪处理植物，从而避免传播细菌。 

•推荐作物轮作，以减少土壤中细菌的数量（15）。 

 

烟草花叶病毒（TMV） 

•它是农业中最著名的病毒之一，存在于烟

草和番茄以及许多茄科物种中。接触性传播

（植物对植物或工人对植物）是该疾病的唯

一传播途径（18）。 

•斑点是该疾病主要病征。 

•生长异常 

•叶片畸形 

•在非常敏感的植物中，叶片从感染处开始

快速坏死（19）。 

 

预防烟草花叶病毒。 

•确保田间没有前一轮作物的残余物。 

•在接触植物之前清洁工具和工人的手，在

对下一株或下一垄植物进行操作前同样要

进行清洁。 

•购买无病原体或抗这种类型的病毒的种子

（20）。 

辣椒叶片坏死（棕色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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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丛矮病（TBSV） 

•该病于 1935年在英国首次发现，目前

在世界很多地区都有发现，如：欧洲，

北美和南美洲和北非。 

•叶片出现圆形和局部坏死（感染 5天

后），然后叶片变黄脱落。 

•如果感染是全身性的，新生的叶片会扭

曲和并从顶端坏死（23）。 

 

预防番茄丛矮病（TBSV）。 

•购买无病原体种子。 

•保持种植区和其周围区域的清洁。 

•在接触每株或每垄植物之前和之后消毒工具和工人的手。 

•作物轮作以减少传染的危险（23,24）。 

 

番茄炭疽病（Colletotrichum 

coccodes） 

•这种真菌可以在以前收获的残余物

中长期存活，在茎，叶和果实中表现

出病征。湿度在 85和 100％之间，温

度在 22和 27摄氏度之间是真菌生长

的最佳条件。 

•造成果实减重，在运输过程中容易

损坏。 

•果实难以保鲜。 

•在成熟的果实中，病征在感染 5或 6

天后可见（21,27）。 

 

预防番茄炭疽病。 

•购买无病原体种子。 

•在种植作物时有良好的排水系统。 

•进行作物轮作。 

•在接触每株或每垄植物之前和之后消毒工具和工人的手。 

•前轮作物的残留物要从田间清除（21,27）。 

 

叶片上的坏死斑 

成熟果实上的炭疽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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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叶脉坏死 

观察到小的坏死点和叶片的弯曲 

马铃薯 X 病毒（PVX）引起的辣椒病

毒病 

•这种病毒发现于大多数茄科作物。一般

症状是： 

•叶面上纹络变明显，之后坏死（从棕色

到黑褐色）。 

•叶柄可能坏死，导致落叶。 

•花和果实可能有坏死。 

•它可以导致植株矮化，叶面斑驳，叶片

皱缩。所有这些症状取决于植物的年龄

和感染时间长度（17）。 

 

预防（PVX）。 

•购买无病原体种子。 

•清理种植区附近的区域（无杂草）。 

•消毒工具和消毒工人的手（农业操作之前和期间）。 

•植物轮作（24）。 

 

烟草环斑病毒（TRSV） 

•这种病毒是中美洲和北美洲的区域性疾病，

现在也出现在英国，乌克兰，中国，匈牙利，

意大利，印度，日本等地。它们会感染蔬菜，

观赏植物和杂草。 

•叶片出现小的坏死斑。 

•叶脉坏死。 

•它导致偏上生长（叶片向下弯曲）。 

 

 

 

 

预防烟草环斑病毒（TRSV）。 

•购买无病原体种子。 

保持种植区和其周围区域的清洁。 

•在接触每株或每垄植物之前和之后消毒工具和工人的手。 

•作物轮作以减少传染的危险（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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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HORTOMALLAS 支架网 
 

以下描述了用于安装 HORTOMALLAS支架网的一系列参考步骤（我们的支架网适用于每个

农民的耕种方式）。 

材料： 

杆子：可以是木头，金属，竹子等材料。杆子的长度取决于作物的类型（植物将生

长多少）和土壤类型（沙质，壤土，粘土等）;使用的杆子可从 2.20m至 2.50m。 

木桩：小木杆或一些其他材料，允许保持网的张力和杆子的位置。长度根据土壤类型而

变化。 

顶端张紧线：用于给作物以更好的固定（在藤本作物如葫芦的种植中经常用到）。 

HORTOMALLAS网：网的尺寸由每株/每种作物的最大高度决定。网可用与酒椰叶纤维绳或

塑料绳固定在杆子上。 

 

1.根据农民的标准和经验，杆子安装在恰

当的深度（40至 60 厘米）。杆子之间的距

离根据作物的类型和农民的经验而决定

（它们可以从 1.5 米到 8米）。这些都将

取决于作物的类型，土壤条件（粘土，壤

土，粘等）和所使用的张紧线的类型。 

 

 

 

2.（A）木桩可以沿着与杆子相反的方向

放置在犁沟的两端。在一个木桩上安置

张紧线，穿过所有杆子，连接到另一个

木桩上。张紧线在每个杆子上都缠绕一

圈（捆扎和张紧）。这将提高杆子的强

度和稳固。 *对于需要多支撑力的作物，

建议使用张紧线。  

 

 

 

 

 

2.（B）支撑杆可以放置在犁沟的第

一和第二杆子之间（通过中间）。

从杆到杆，安装张紧绳，张紧线在

每个杆子上都缠绕一圈（捆扎和张

紧）。这将提高杆子的强度和稳固。 

*对于需要多支撑力的作物，建议使

用张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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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网沿着田垄展开，并且用酒椰叶纤维绳固定在杆子上（它可以通过单独捆绑或螺旋

缠绕固定的方式来固定网和杆子）。建议网从离地面约 20 或 30英寸的高度开始放置，

这个是植物开始需要支撑的高度。 

注意：建议将张紧线和网的第一根网线连接（在每个网框中的分别捆系或螺旋缠绕在整

根网线上）这将为作物如瓜类，西瓜，南瓜，黄瓜等提供更好的支持力。 

  

 

 

 

 

此外，在种植辣椒，番茄，茄子，黏果酸浆还有另一种支撑方法——双排网支撑系统（“V”

系统，三明治或双网支撑） 

 

杆子安置植物两侧的犁沟中。杆子的长度和粗细，它们安放的深度，杆子之间的距离同

样取决于在单排支架网安装过程指导说明中提到过的一些特性（例如，作物的类型，田

地状况和所使用的张紧绳的粗细）。 

同样的，杆子可以用木桩或用支撑杆加固来帮助维持网的紧绷，如图 “B”和“C”中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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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网沿着犁沟展开并且被绑在杆子上。这是在犁沟的两侧完成的，使植物在两排网的中

间。这种形式的网架支撑减少了人力，使得安装工作更为高效，并且防止枝或茎被果实

的重量压坏。 在图 “D”和“E”中，您可以看到安装加固物的两种方式和如何安置网。 

“F”图展示了植物如何被双排网围在中间。 

在底部，你可以将两张网用线连接起来，如以下两张照片所示。 

 

 

 

 

 

 

 

 

安装双排支架网系统，然后将两张网用绳捆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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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酒椰绳捆系，番

茄的上层果枝仍

不能支撑果实 

番 茄 果 实 由

HORTOMALLAS

支架网支撑起来 

在茄科作物种植中使用双排支架网 
 

天气条件在不断变化，强风会影响作物的生长，暴雨会浸淹农作物，形成的潮湿环境易

于引发细菌和真菌疾病。为了防止天气条件的变化损害农民的利益，使用网架种植

（entutorar）势在必行。 

辣椒，番茄，茄子和黏果酸浆，这

些作物的生长需要是需要引导，更

需要一个良好的支撑系统，否则果

实可能会压弯、折断果枝，阻碍

其自身养分的获取;在强风天气

下，水果的重量和风力一起可能

折断主干，造成植株死亡。 

 

 

 

修剪是农业上一项非常重要的工序，因为它会促进植物增加分枝（改善作物生长和开

花），它还有助于植物通风透气，这也提高了作物的产量（通过除去枯死的或腐烂的枝

叶）。 HORTOMALLAS 支架网的网框为 25×25厘米的正方形，可以使您自由地进行修剪

和收获，而不会损伤植物，从而延长植物的寿命。 

 

 

 

 

 

 
 

 

HORTOMALLAS支架网可以变化成“V”形网或“三明治”网（双排网系统）（sistema de 

doble malla）； 支架网（malla espaldera）使用中的这种变化，为蔬菜（茄科）提供

了更好的支撑。双排支架网（doble malla）让枝条和果实享有“个性化的支撑”；这意

味着每个枝条和果实都有一个支撑点来防止由于受伤，断枝，养分运输不畅而导致的果

实损失。 此外，使用这种支撑系统，您不需要不断地对植物进行劳作，从而防止真菌，

病毒和细菌的机械传播。这种机械传播（transmisión mecánica）即疾病通过接触的方式

传播开来; 当劳作者接触了被真菌，病毒或细菌感染的植物后，再碰触或劳作于健康的

植物，疾病就会蔓延。同样的，工具或物体接触病变植物，然后再接触健康的植物也会

传播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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