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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连续三年开展了“神秘购物”调查，以了解货运代理是否以及如何使用SOC箱。
由于新冠疫情迟迟未能消散，对于航运业而言，2021年又是动荡的一年。然而，我们
仍然发现了SOC市场一些值得关注的积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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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开展2021年SOC箱“神秘购物”调查？

SOC即“货主自备箱”，是指托运人自备集装箱，只需直接向船运公

司预订舱位。使用SOC箱的主要原因是可以提高灵活性并节省成本。

新冠疫情给整个供应链带来了重大挑战。具体而言，集装箱可用性实际

上已经无法全年预测。因此，SOC箱对于货运代理变得更加重要，可

以帮助它们提高可用性并保持稳定的利润率。

为全面了解全球最大货运代理使用SOC的情况，分析新冠疫情过去两年

全球大流行期间对他们集装箱选择的影响，并看看这些数字与去年相比

有何变化 -我们以假名进行了联系，以获得该领域最可靠的数据。

执行摘要



我们发现：
SOC的接受度和认知度在过去3年中
有所提高

像去年一样，更多（且不同*）的货运代理现在能够

提供SOC -呈现增长趋势。

2019年，在全球50家最大的货运代理中，只有3家可以组织此种运作。

而在2020年，该数字增加到了5家。还不包括其他一些提供租赁或回购

交易来帮助我们的公司。

为了解今年情况是否有所改变，我们再次尝试使用SOC箱将工业机械零

件从上海运往汉堡。为强调对SOC的需求，我们再次要求在德国将货物

在集装箱内储存45天以上。

*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能够提供SOC的公司当中，有4/5

拒绝了我们2021年的要求。显然，SOC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时间/季节/在公司与谁沟通。



今年“神秘购物”报告排名靠前的公司发生了

变化！

去年是德迅、基华物流、日立物流、日本通运和嘉里物流，而今年则

是捷富凯、日立物流（再次入选）、日邮物流、Landstar、迈辉国际物

流、近铁运通、联邦快递、百运达国际和MilleniumCar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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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如何？

SOC的接受度和认知度在过去3年中有所提高

今年有9家货运代理公司(18%)接受了我们的要求，均可以组织SOC作

业，并在没有重大限制的情况下获取集装箱。

这一数字为18%，而2020年为10%，2019年为6%。这意味着，自去年

以来，这一数字增长了80%，而在过去两年中增长了200%。

尽管50家货运代理（FF）中只有9家接受了我们的要求，但接受度的

上升表明SOC箱呈增长趋势。

接受我们要求的货运代理（FF）百分比

本年度“胜出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货运代理开始意识

到SOC箱如何消除三种关键问题

1
内陆地区面临集装箱短缺时，SOC可以提高

集装箱供应的可靠性，使你能够控制所选承

运人的货车运输和船运，并降低货车运输成

本。

2
运输目的地存在集装箱盈余时，可以节省运费，

通过节省返程运输的费用实现折扣运费和内陆

运输。

3
SOC是针对滞期费和滞留费的“保险”，因

为用户不会受到这些费用的影响 - 它们会快

速积聚，而且往往在预订时被“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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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用SOC箱克服集装箱短缺

航运公司通常非常擅长在港口提供集装箱，但内陆地区的集装箱供应

可能会是一项挑战。装货位置和最近集装箱可用点之间的距离增加了

运输成本，这可能会大大增加运费。这同样适用于卢旺达等内陆国家、

伊拉克和阿富汗等战争地区，或者不在主要贸易路线上的较小港口。

2020年开始的全球集装箱短缺已经扩展到前所未有的范围。

SOC可以提高集装箱供应的可靠性，使你可以控制货车运输及承运人

运输，并降低货车运输成本。使用SOC时，你可以在集装箱类型、数量

和条件方面独立于航运公司。如果你需要40尺高箱，而航运公司仅提

供40尺干箱，那么最好自己采购。

SOC箱解决了3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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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输目的地为特殊或盈余位置时，

SOC箱可能比COC更便宜

如果目的地集装箱短缺，则承运人应该非常愿意将自己的箱子运往那

里。此种情况，你也能够以很划算的价格获得他们的集装箱，使COC成为

更好的选择。

但如果目的地集装箱存在盈余，承运人和集装箱所有者可能会收取更

高的价格。他们不希望支付集装箱在目的港的储存和移动费用。如果

你还要将货物运往那里，使用自备集装箱可能会更容易，这样承运人就

不必进行处理了。

这同样适用于取货地点的集装箱情况。如果要从集装箱存在盈余的地

方装运货物，承运人愿意给你更大的折扣，因为你是在帮助他们避免

空集装箱运输。如果你帮助无船承运人重新安置他们的空集装箱，你

会得到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因为他们还必须支付航运公司移动空集

装箱的费用。

SOC箱解决了3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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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OC箱帮你避免滞箱费和滞港费

滞箱费和滞港费的概念非常简单：滞港费适用于集装箱在港口内使用

的时间；滞箱费适用于港口外时间。如果集装箱用户（例如：货运代

理、BCO或托运人）超过航运公司批准的免费天数，则将收取滞港费

和滞箱费。这些费用的数额可能十分巨大！超过免费天数后，每天的

费用通常会在预定的时间间隔内增加 - 根据《2020年滞箱费和滞港费

基准》，每个集装箱每天的费用高达数百美元。

有了SOC箱，你几乎可以完全避免滞箱费和滞港费，因为集装箱所有

者愿意让你将他们的设备从盈余地点转移到短缺地点。因此，他们通

常提供30到45天的免费时间，如果集装箱用户超过授权的免费天数，

每个集装箱每天仅收取几美元的费用（具体取决于地点）。

累计平均滞箱费和滞港费

… 超过免费天数时，10家最大的航运公司以及安特卫普、汉堡、杰贝阿里、洛杉矶、鹿特

丹、上海和新加坡每天的费用

SOC箱解决了3个关键问题

费用（美元）

天

https://www.container-xchange.com/blog/demurrage-detention/?utm_source=report&utm_medium=organic&utm_campaign=SOC_Report_2021


10

滞留费用可能会迅速上升到数百美元 -
特别是在当今这样一个不稳定的市场
环境下

根据艾世捷 FraunhoferCML的一项联合研究，各地区的承运人平均需

要在卸货后10天才能将空集装箱送回仓库。由于大多数承运人只提供

4-5天的“免费期”，托运人最终平均要支付某种形式的每日滞箱和滞

港费。

2020年是动荡的一年，全球时间中值更高。集装箱在中国平均停留61

天 -对于这个贸易中心而言，这个数字高得异乎寻常。

事实证明，2021年又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数据再次出现扭曲。当

时集装箱在中国总共只停留了5天。虽然这似乎是一件好事，但中国平

均中位时间的大幅下降表明，在全年需求激增的情况下，集装箱短缺

情况有多严重。简而言之，一个集装箱在中国一卸货，紧接着就会投

入到新的作业中。

另一方面，集装箱在美国、英国、阿联酋和南非的仓库中停留超过50

天，导致在这些港口装载集装箱的托运人产生高额滞箱和滞港费。

SOC箱解决了3个关键问题

艾世捷和FraunhoferCML联合报告的一项很重要的发现是，中国集装箱船队

的安全库存从2020年的61天大幅下降至2021的5天。

艾世捷是全球领先的物流科技公司之一，而FraunhoferCML是全球领先的应用

研究机构。

仓库平均停留时间

中国

越南

新加坡

泰国

印度尼西亚

比利时

日本

乌干达

印度

德国

巴基斯坦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南非

美国

英国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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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访谈：Conway Group的

Alexander畅谈SOC和新冠疫

情
对于物流运营商而言，要有灵活性，并能

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局势。”
Alexander Gnedov

首席执行官

“新冠疫情已经充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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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对SOC箱的总体看法是什么？

Alex：通过使用SOC箱体，物流运营商为客户扩大了机会的范围 -这是

不争的事实。得益于SOC箱的灵活性，运营商可以在新航线上运行，

并在方便的区域接卸集装箱。SOC箱大大有助于减少货车空载运行，

这不仅有利于优化运输成本，对环境也会带来有利的影响。近年来，

SOC箱的优势日益明显。虽然我们也装载COC箱，但我们注意到最近

与SOC相关的要求有所增加。

问：SOC箱有助于避免滞箱和滞港费。作为一家集装箱贸易公司，你

亲眼目睹过这一点吗？

Alex：避免滞箱费和滞港费是使用SOC的最大优势之一。在俄罗斯市

场，特别是在进口方面，我们的客户经常面临港口通关延误。中国出口

需求旺盛时仓库会“箱满为患”，客户往往不得不将集装箱放在收货人

的仓库中，直到有空位为止。所有这些情况都导致COC箱成本增加。但

在使用SOC箱时，绝然不会产生这些成本。

专家访谈：Alexander Gnedov



问：你建议哪些客户在哪些情况下使用SOC箱？

Alex：我认为所有支线、海运公司和铁路运营商都应该考虑使用SOC

箱，以提升灵活性。当然，货运代理和无船承运人也将从SOC箱的使用

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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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自2020年以来，你是否看到了SOC需求和/或

市场份额的增长？

Alex：全球封锁期间，在线销售的需求大幅增加。亚马逊、沃尔玛和

百思买等美国在线销售领导者在疫情期间创下了绝对的收入记录。没

有足够的集装箱满足客户要求，这为市场带来了许多新参与者和客户，

他们为自己的船队购置了集装箱。

问：你认为SOC今后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Alex：新冠疫情表明，物流运营商必须保持灵活性，并能够适应动荡市

场的波动。在我看来，吸引SOC箱的问题将在物流、海运、铁路运输

甚至是空运的所有领域更加容易解决和理解。

专家访谈：Alexander Gnedov

问：有人会说SOC箱需要更多管理工作。您是否有解决此问题的

方法？

Alex：随着SOC日益增多的应用，我想提请大家注意对集装箱供应和

生产代理进行更专业的培训。仅仅生产或购买并转让一个集装箱以供

使用还是不够的。提供SOC箱需要一个出色的代理，他们必须提高集

装箱维护和维修技能，学习并获得IICL证书，持续监测集装箱生产的

质量，研究新技术，控制集装箱制造中的材料质量，等等。现在已经

出现了一些提供SOC箱的小型制造商和代理商。所以，让我们看看未

来会发生什么。



对标全球最大的货运代理

就像去年和前年一样，我们用假名成立了一家公司，要求从中国向德

国进口机械。

我们的要求如下–>

取箱

还箱

储存

运输

底盘车

货物

集装箱

重量

国际贸易
术语
工厂

上海

汉堡

汉堡45天

SOC箱

可以分离

厨房用具和机械零件

40DC

300 kg/托盘

工厂
交货
（E
XW）
上海市松江区东宝路18号1栋3楼

致：

主题：

新消息

取箱 上海

还箱 汉堡

储存 汉堡45天

运输 SOC箱

底盘车 可以分离

货物 厨房用具和机械零件

集装箱 40尺干箱

重量 300 kg/托盘

国际贸易术语 工厂交货（EXW）

工厂 上海市松江区东宝路18号1栋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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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我们测试的公司中有18%能够组织SOC作业并不受任何限制地获取集

装箱。“神秘购物”报告中最佳表现者与去年有所不同。

每个集装箱的报价从5000美元到10000美元不等，高于通常的水平。

（通常情况下只需花费2300到5600美元）。显而易见，组织SOC作业

和采购集装箱目前成本很高。

我们收到的SOC作业报价从15000到19000美元不等。最低和最高报

价之间的巨大差异表明，一些公司能够自行获取集装箱，而其他公司

要么在中国遭受集装箱短缺之苦，要么必须先为客户购置集装箱。

对标全球最大的货运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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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与
2020年和2019年对
比
尽管今年响应的公司数量减少，但组织SOC作业和获取

集装箱的能力相较2020提高了80%，比2019年提高了

200%！

被拒绝的报价总体下降了13%和50%。

今年无任何公司向我们提供SOC的长期租赁。相反，更

多的受访者表示愿意为我们组织SOC采购（总计8%，自

2019年以来增长了33%）。

对标全球最大的货运代理

2021年SOC“神秘购物”与2020和2019年的比较

回应 拒绝 接受
仅租赁集装
箱

仅购买集装
箱

需要自备 了解什么是
SOC

货运代理比例



年复一年，越来越多的受访者开始
了解SOC

2019年，50家货运代理中有17家做出回应，但只有6家知道何为SOC。

2020年，受访者数量增至25家，其中17家了解SOC。

2021年，回应总数降至20个，但其中18个确切了解什么是SOC箱。这意

味着90%的受访者了解SOC市场，而去年和2019年的这一比例分别为68%

和35%。

显然，作为一家货运代理，现在一定要了解SOC箱。

对标全球最大的货运代理

作出回应的货运代理中了解SOC的比例升高



日立物流是服务最周到的货运代理之一，考虑到目前的环境，它甚至

向我们提供了“合理”的取箱费用。

4家胜出者表示愿意为我们购买SOC，而另有5家胜出者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自备，则可以组织作业。

多年来胜出的货运代理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1. 市场始终存在波动，现在更是如此。

2. 取决于跟谁沟通。

3.取决于你是谁，以及与这些大型企业集团的关系。如果规模太小

或不为人知，某些货物代理可能不会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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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全球最大的货运代理

只有一家公司在2019年和2020年都向
我们提供了SOC。这一次，又有这样
一家“持之以恒”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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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排名靠后的群体表现优
于排名前10的群体

对标全球最大的货运代理

计数计数

群体中受访者数
量

群组分析：根据前50名清单中每家货运代理的排名比较“神秘购物”

报告的结果：

（群组1 = 1-10名，群组2 = 11-20名等）

去年，大多数受访者和接受率都集中在顶端群组中。本年

度较低群组的表现优于最大的货运代理。这可能有两层含

义：

1. 前10名业务已经饱和，特别是旺季到来之际。

2. 显然，对于一系列货运代理而言，SOC正日益得到认

可。

群组1 群组2 群组3 群组4 群组5



2021年SOC费率比较

整个2021年，SOC箱的价格在2500-6000美元左右浮动。我们在2021

年12月向货运代理询问费率，发现费率比平时高出许多，而且报价各

不相同。为方便论证，我们来比较一下A*、B*、C*和D*公司提供的4

份报价。

对标全球最大的货运代理

B*公司为集装箱报价5300美元，作业价格为

15500美元。

D*公司对整个SOC作业的报价为19000美元。

考虑到从亚洲运输到中国的价格约为14000美元，这对于实际集装箱而言是一

个公平的费率。

C*公司给我们40尺SOC干箱的最高价格为10200美元。假设价格不包括下列

额外费用（例如：1000-2000美元的旺季附加费）。

我们发现很难解释收到的大部分报价。它们

经常是令人费解，含糊不清且不够透明。我们在艾世捷平台上搜索SOC费

率时情况完全不同。艾世捷平台上的SOC价格远低于我们的报价。

A*公司将以9000美元的价格为我们购买一个40尺干箱 SOC。

合理的取箱费用为380美元。

从上海到汉堡的FOB（供应商A/C的FOB费用）

通过EMC支付15.500,00美元/40SOC -有效期至2021年12月31日。

购买一个40尺干箱的成本约为5.300,00美元 -有效期至2021年12月31日

除非另有规定，否则所有费率均须加收相应的附加费，因为这些费用在装运时有
效。目前适用的附加费包括：

So ctr20'ctr 10.000,00美元

So ctr 40 ctr 19.000,00美元

如果通过铁路运输运送这个40'ctr（仅限40'ctr），TTca 50天费用为12.000,00美元

运费附加费
旺季附加费
燃油附加费（MFR）
超重费

费用

短驳费（FOT）
洋山港取空集装箱

购买SOC

380,00美元

9.000,00美元

40’DC/’HC 
(SOC)

https://www.container-xchange.com/search-results-trading/?location=CNSHA&container=FORTY_DRY_CONTAINER&action=buy
https://www.container-xchange.com/search-results-trading/?location=CNSHA&container=FORTY_DRY_CONTAINER&action=b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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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深入了解了当前形势 -这是
年底持续集装箱短缺的一个缩影

由于旺季即将到来，疫情引发的集装箱短缺持续存在，短缺情况

火上浇油。我们收到的一些“告急”言论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对标全球最大的货运代理

欲了解更多有关全球集装箱短缺的
信息，点击此处观看我们的视频：

是的，我们可以做您成功的后盾。
我得问问我们在卡拉奇和金奈的合作伙伴。

如果您的大多数客户都在德国，那么我们肯定应该向/经由汉堡发货。

然而，目前从哪里发货并不重要，因为全世界的运输价格/成本都高得离谱。

您好

来自亚洲的SOC箱毫无意义，因为船东可能会为此付出很高的代价
如果一家上海集装箱航运公司目前的成本是13.000,00美元，则SOC成本
为2-3倍

汉堡每月的储存成本为5,00欧元（连同托盘）

非常抱歉

尊敬的客户

感谢您的询价。鉴于实际市场情况（例如：积压、年末、空载航行、亚洲集装
箱短缺以及我们运营团队的极端工作流程），我们没有能力在我们以客户为中
心的服务水平下为新客户/初创企业处理现货运输。

汉堡目前无法提供一个完整装集装箱的储存空间，储存提供商的容量已经

超载。尤其是45天也无法现实。最好晚些时候在原产地装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DhHf0dwMc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DhHf0dwMc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DhHf0dwM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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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货运代理对SOC的
看法：飞协博访谈

飞协博是一家数字化货运代理，帮助其他企业

在全球范围内运输和储存货物。作为一家具有

前瞻性思维的物流公司，我们询问了他们对

“SOC作为获得集装箱物流灵活性的一种解决方

案”的看法。

“SOC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提供优势，但是您

需要适当的流程来管理流动。”

Florian Braun，欧
洲、中东和非洲
地区海运总监

飞协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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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协博：SOC提高了空集装箱利用率的可靠性。缺点是你需要一个专门

的团队/人员管理发货。如果货车运输者将它们放错位置，便会消失不

见。如果按往返原则使用它们，管理工作量甚至会更大。在目前的市场

条件下，SOC在回程运输中很难被接受，因为运营商正在优先考虑将他

们自己的集装箱重新定位于亚洲。

问：自疫情爆发以来，你是否看到了SOC需求和/或市场份额的增长？

飞协博：这种情况非常不确定，非常不稳定。前一周，由于承运人

问：你们目前的SOC箱价格是多少？

飞协博：价格因具体情况而异。像FEWB这样的主要情况，成本在

2000-3000美元之间。

集装箱短缺，它们的需求量会很大，而下一周，由于船已装满，你将

无法获得空位。一旦市场恢复正常，对于回程运输中的林产品等商品

而言，SOC将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问：尽管存在高峰和低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体上是否

一直呈现增长趋势？

飞协博：新冠疫情造成集装箱严重失衡，因为对空集装箱的需求有所

增加。SOC是该问题的良好解决方案，但成本和管理工作往往会将优势

完全抵消。

问：大型货代对SOC细分市场是否不够关注？这可能是中小企业“缩

小差距”的机会吗？

飞协博：SOC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提供优势。但是你需要有适当的流程

来管理流动。

一家货运代理对SOC的看法



不失为短缺的解决方案，但仍难以操作？

而且目前来看，价格还是太高？

20家受访者中有7家拒绝了我们的要求，还有4家未回应我们的后续问

题。这意味着35%的受访者表示拒绝，65%的受访者表示接受。尽管如

此，总共只有18%的公司能够为我们采购集装箱。似乎世界上最大的

货运代理并没有向所有客户提供SOC箱，或许他们也懒得回复小型企业。

一家货运代理对SOC的看法

但由于这种增长趋势确实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很

有可能会发生变化。如果越来越多的货运代理开始提供

SOC（当然，随着市场的稳定，正如飞协博所确认的那

样），那么我们将真正开始看到托运人拥有的集装箱带来

的全面、免管理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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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运营挑战

有哪些挑战？

对于货运代理而言，组织SOC作业和获取集装箱可能是一个耗时数周

时间的痛苦过程！例如，它要求货运代理寻找并审查合作伙伴，制定

法律协议，进行交易谈判，互相发送电子邮件获得取箱参考信息，与

当地代理沟通并监控交易。雪上加霜的是，货运代理需要无船承运人

许可证才能向客户签发自己的货代提单 -如果仅将其用于项目业务等，

将会十分昂贵。与COC箱相比，SOC运输需要强大的代理网络，例如：

有人在卸货地点提供取箱参考信息，将集装箱运出港口。

小型货运代理介入的机会

因此，为避免不必要的成本，世界上最大的货运代理仅为以下两种情

况提供SOC箱：（1）非常大的货物量；或（2）公司的最优客户。由

于全球最大的货运公司似乎仍在艰难应对SOC箱，这为中小型货运代

理提供了一个介入的机会。由于他们在寻找新竞争优势时通常更加灵

活，并且无法因数量增加而降低价格，因此，SOC箱等提高灵活性的特

定解决方案几乎是为寻求创新解决方案的小型公司量身打造。

剩下的问题是：货运代理如何以低成本和低风险提供SOC运输？

如何解决管理SOC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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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艾世捷可以更轻松地在线获取和

管理SOC箱

消除组织SOC作业的麻烦

举例来讲：你不会联系到你在谷歌上找到的地球另一端的某个人，然

后问他/她是否可以在周末旅行时在他/她家中过夜。有些人仍然预订昂

贵的酒店房间（这显然是有理可循的），但爱彼迎平台使我们能够以

非常低的风险和成本向陌生人预订公寓 - 因为我们信赖爱彼迎，信任他

们的审查程序以及表现评级和评论等...集装箱物流实际上也是如此！借

助艾世捷，我们可以帮助公司找到解决日常集装箱物流问题的优化解

决方案。

如何解决管理SOC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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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管理SOC的麻烦

通过将货运代理和集装箱所有者聚集在一起，并将基础运营流程数字化，

SOC货物处理对货运代理而言更具吸引力 - 现在只需几秒钟就可以找到

新合作伙伴并使用他们的集装箱，而不是耗费几周时间。

作为货运代理，你只需要在搜索字段中输入取箱和还箱地点，选择需

要的集装箱类型和数量，系统就会显示可以提供集装箱的合作伙伴列

表。

这取决于所在地，有时你会收到取箱信用值，有时他们会向你收费，但

你始终都会有30天的免费时间，免费时间结束后每天收取1-3美元的低

费用。

为什么？由于承运人或集装箱贸易商基本上对集装箱的快速周转不感兴

趣，他们会很高兴找到免费运送集装箱的公司 -我们称之为双赢。

与各种规模的航运公司交谈时，我们发现对SOC箱的需求每年

都在增长。SOC箱有助于提高灵活性并节省成本，这在当前的

危机期间尤为重要。借助艾世捷，我们非常自豪地帮助1500多

家公司在全球各地寻找SOC箱。

“

”

SOC箱需求

Christian Roeloffs，
艾世捷创始人兼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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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联系

想看看我们1500多家会员如何看待艾世捷的价值吗？或者学

习如何使用艾世捷来查找SOC箱？与我们一起安排一次演示！

安排免费演示

如有任何其他问题，请与我们的团队预约

15分钟的免费电话咨询

https://container-xchange.cn/get-a-dem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