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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营销在泵行业中的应用现状与障碍因素分析
张德胜，施卫东，王

准，郎

涛，沈永娟

（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从泵企业建站情况、参与网络营销的统计及整体营销水平等方面，分析了目前我国泵行业
网络营销水平较低的主要现状。结合泵行业传统营销模式，基于网络营销的复合式营销模式在泵
行业中的应用，从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整体水平、泵行业特点和电子商务中间商等方面讨论了网络
营销在泵行业中应用的障碍因素。结果表明：在相当长时间内传统的营销模式和基于网络营销模

式将继续并存下去，传统的营销模式仍然是泵行业营销的重点；随着国内外电子商务整体环境日益
成熟，以及泵行业整体竞争力不断提高，基于网络营销的复合式营销模式会显现出巨大的发展潜
力，这种营销方式将成为泵行业未来营销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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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的诞生，促进了网络营销的发展。它作为

满足不同客户的个性需求，增强客户的满意度和提

一种新的营销方式，不受时空的限制，无论是企业还

高企业的竞争力‘川。众多专家对其现状和发展趋

是终端客户，都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流通效率，

势进行研究表明阻５ ３，网络营销将是本世纪最有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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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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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对荷电两相流场的理论模型建立中，要充分
２
网络营销在泵行业中应用论证
考虑两部分因素引起的电场与流场的耦合作用。在

模拟的实现方法上，有电场因素的关联项采用引入
网络营销在泵行业中应用的发展趋势
电湍能交换系数和场强梯度的模拟方法，这样可将
２．１

我国的网民已经超过一亿人，据赛迪顾问发布
外加电场和荷电颗粒间的电场作用一并考虑，利用
的数据伸Ｊ，２００５年电子商务市场规模已达到６ ８００
外加电场产生的场强梯度进行模拟，但在没有外加
亿元人民币，同比２００４年增长了委ｌ，！狷ｉ囊霎蕊稽

电场的作用时，由于荷电颗粒间所产生的电场目前
雾噬星一群薹镒鬟萎丞攀；羹辫摹霎基雾改蓬熏ｉ
难以获得恰当的模拟方法，因此电场梯度未知给模

兰。羹赫羹耥蠢蘩羹赢斟篓蓉
拟带来了困难，设想可以假设场强梯度为某个常数，
孽氅浅霎薹姜誊；囊篝肴冀簿羹霍婴蚕醚篓逖
张量或函数，通过改变电湍能系数来实现模拟，这种
方法的经验性较强，需要建立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
另一个方面电场的存在及荷电颗粒相内带电粒子的
相互作用力及碰撞，使颗粒相存在相内压力及粘性

的变化，将电场与流场的耦合作用并入这两项考虑
也是实现模拟的一个途径，但目前由于对此的机理
了解不够，很难给出具体的模拟方法，在模型建立中

忽略了颗粒相内部压力及粘性，将电场作用一并归
入有电场因素作用的关联项。

采用本模型方程用于荷电燃料喷雾射流的模
拟，模拟结果与ＬＤＶ实验测量结果进行了对照，反
映出该模型用于荷电气液两相湍流射流流场预测可
取得较好的效果，由于本文篇幅所限，模拟的详细内
容和结果可以参见文献［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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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ｌ

产品库、推荐产品、供求信息、行业信息等；从网站结
３

网络营销在泵行业应用中的障碍

构上看，绝大多数网站使用的是相同的模板，由于泵
的选型不同于其他产品的选择，其对泵的使用场合、

３．１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障碍
经过近１２的发展，我国电子商务在基础设施、

安装型式、扬程和流量范围、效率及管路特性都有相
关的要求。目前国内泵电子商务中间商都没有开发

人才技术、网络支付、物流体系等方面都具备了一定

出专门针对泵的智能在线选型系统，无形中这成为

的基础，但是，网络建设仍跟不上网络发展的需求，

泵网络营销中的一个阻碍因素；从网站中间商的从

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规范网络市场和保护网上交

业人员专业水平来看，他们大部分是泵贸易公司人

易。现阶段，交易诚信、安全保证、物流体系等方面

员，对泵的知识掌握得很少，甚至对泵的机理根本不

已成为阻碍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因素。

了解，缺乏选型技术，从本质上来说，难以开发出高

３．２国内泵企业与行业自身的因素

效智能的泵选型系统。

我国泵制造企业达４ ０００多家，浙江泵企业达到
２

０００家左右，产量约占全国的一半，主要集中在台

４结语

州、永嘉、宁波、杭州、诸暨、瑞安、嘉善等地一Ｊ。无疑，
浙江地区泵企业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我国泵工业的
发展。这些泵企业都有着共同的背景，起步始于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当时以手工为主，家庭作坊式生产，到
９０年代生产规模逐步扩大，生产厂家迅速发展并形
成区域性聚集。大部分企业的营销人员综合水平较

低，思想局限于现状，对电子商务的意识不强‘ｍｊ。同
时，泵企业也不够积极和重视，认为电子商务是网络

通过以上对泵行业网络营销的发展现状、应用以
及制约因素的分析，可见我国泵行业网络营销在泵行
业中的应用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在发展过程中，存
在着一系列的问题需进一步去研究。从泵企业参与

网络营销的统计情况看，泵行业对网络营销认识在不
断提高。网络营销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基于网络营销
的复合式营销将是泵行业未来的营销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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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事情或者认为有了企业网站和网址就开展了

电子商务等。近几年，政府大力宣传电子商务概念，

［１］

２０一３０．

电子商务也逐渐被人们开始接受，从全国范围内看，
沿海地区的泵电子商务发展开始升温，发展速度明显
快于其他地区。事实上，大部分中小型泵生产企业没
有完全理解电子商务的内涵以及其对企业的影响和
作用，阻碍了泵行业网络营销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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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网络营销几乎发挥不到其应有的作用，最多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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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泵行业电子商务中间商的因素
泵行业电子商务中间商是提供泵电子商务交易
平台和服务的机构，这种模式降低了交易成本，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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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供应链。目前，我国泵行业电子商务中间商主要

以泵企业为对象，发布企业黄页和产品供求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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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ａｌｉｂａｂａ泵商业模块上，企业可以使用诚信通和支
付宝来购买产品，提高了交易的成功率。从网站内
容来看，多数中间商服务同质化程度高，网站实现的
功能和使用的模板大致相同，基本模块有企业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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