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集装箱⾏情⽉报

通过此报告您可了解到：

• 全球主要港⼝的集装箱可⽤指数（CAx）
• 全球主要地区的集装箱价格
• 单程移动的提取费⽤
• 给集装箱⽤户及供应商的独到分析及⻅解

2022年 4 ⽉



2

关于艾世捷

德国艾世捷公司是一家为全球物流公司提供集装箱买卖和租赁平台，并整合物

流跟踪，在线支付和高效操作系统的技术公司。我们的使命是简化全球贸易物

流。目前，已有1,500多家集装箱物流公司通过审查入驻德国艾世捷集装箱交

易平台。他们在此在全球范围内购买、出售或租赁集装箱。这里能满足他们的

一切业务需求。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搜寻集装箱，进行交易并追踪您的集装箱。您也可以直

接在线上与合作伙伴洽谈，并扩展您的业务网络。

为领先行业合作伙伴所信赖

德国艾世捷集装箱交易平台让集装箱交易变得透明，帮助您避免滞期费和滞留

费，并提高您的操作灵活性。我们的服务涵盖了整个交易过程，从为您寻找新

的合作伙伴开始，到帮您追踪集装箱和管理您的付款。

德国艾世捷集装箱交易平台让集装箱交易像预订酒店一样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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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租赁

利用货主自备箱 (SOC) 提高您的操作灵活性，并为单程运输找到经认证的合

作伙伴。

通过艾世捷，您可以秒速向1,500多个合作伙伴发出合作请求。

关于艾世捷

集装箱买卖

从经认证的全球合作伙伴手中购买或出售集装箱，同时扩展您的业务网络。

德国艾世捷集装箱交易平台为您提供付款保证，并将您与2500个不同地点的
数百个合作伙伴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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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本⽉概述

• 中国的封控扰乱了供应链

• 东南亚通货膨胀的影响

• 俄乌战争持续影响全球贸易

• 美国卡⻋司机短缺的困境

• 各地最新集装箱价格

各地区集装箱可⽤指数、交易洞察及提箱费

• 中国

• 美国

• 欧洲

• 印度

• 中东及印度次⼤陆

• 东南亚

本⽉总结

• 流动性最⾼的地点

• 集装箱的智能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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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概述

中国的封锁打乱了供应链

疫情的封锁使海上出现了严重的拥堵，在港⼝等候的船只数量比 2022 年 2 
⽉增加了 195%。（注1）

预计 2022 年全球集装箱运输将减缓 3%；被压缩的产能和飙升的关税预计将
持续到 2023。（注2）

东南亚通货膨胀的影响

新加坡通货膨胀的影响反映在各家银⾏全⼒遏制价格飙升。随着食品、能源
和服务接连涨价，集装箱的运费也⼤幅提升，新加坡 40 英尺⾼箱 4 ⽉的费
率位居世界第三。

俄乌战争影响粮食出⼝

俄罗斯入侵后，⼤部分海港被封锁。在持续的冲突下，乌克兰边防部队
在 4⽉关闭了⼏条多瑙河⼝的航道，避免在⿊海漂流的地雷进入。乌克兰是
⼀个主要的农业⽣产国，现在则被迫使⽤铁路或⼩型多瑙河港出⼝货物。

美国卡⻋司机短缺的瓶颈

⽽在世界的另⼀端，4 ⽉的美国⾯临重⼤空箱危机，导致某些类型的集装箱
价格下跌，仓库陷于设备缺乏的窘境，卡⻋运输能⼒严重短缺的影响尚未平
息，美国⽬前还缺少约 80,000 名司机。

封锁期间上海港的照片。资料来源：海上交通

1. https://www.seatrade-maritime.com/ports-logistics/number-containerships-
waiting-chinese-ports-doubles

2. https://think.ing.com/articles/container-shipping-volume-growth-calms-tariffs-
remain-strong/

https://www.seatrade-maritime.com/ports-logistics/number-containerships-waiting-chinese-ports-doubles
https://think.ing.com/articles/container-shipping-volume-growth-calms-tariffs-remain-strong/


本⽉概述

俄乌战争持续影响全球贸易

欧盟有近一半的煤炭进口来自俄罗斯，不过预计欧盟将从 8 月起禁
止这些煤炭的进口（注3）。美国、哥伦比亚、南非和澳大利亚被
视为黑海和波罗的海的替代路线。

随着中东地区的石油被视为俄罗斯的替代品，可能会发生油轮运输
贸易流的转变。

一直到 4月的最后一周，整体港口拥堵的情况才有所改善，这表示
运费将比以往更高。

马士基在 4月份的交易更新中表示，1月至 3月期间集装箱数量下
降了 7%。（注4）

3. https://www.cnbc.com/2022/04/07/eu-to-ban-russian-coal-imports-from-
august-sources-say.html
4. https://finance.yahoo.com/news/2-maersk-says-shipping-boom-
062658312.html

1. 德国杜伊斯堡
2. 迪拜阿联酋
3. 美国纽约市
4. 荷兰⿅特丹
5.美国乔治亚州萨⽡纳
6. 美国加州奥克兰
7. ⽐利时安特卫普
8. 中国天津
9. 美国德州休⼠顿
10.中国⻘岛

↓16.8
↓14.4
↑9.7%
↓9.3%
↑9.1%
↓8.0%
↓7.5%
↓7.3%
↓6.9%
↓6.9%

从 $2,322 ⾄ $1,933
从 $2,549⾄ $2,182
从 $1,998⾄ $2,192
从 $2,097⾄ $1,901
从 $1,839⾄ $2,006
从 $2,782⾄ $2,560
从 $2,134⾄ $1,973
从 $2,248⾄ $2,083
从 $1,739 ⾄ $1,619
从 $2,149⾄ $2,000

4月份 20呎干箱价格变化最大的10个港口，MoM：

20呎⼲箱的价格在欧洲和印
度最⾼

40 呎⾼箱⼀如往常在中国
最贵

1. 华沙
2. ⽶兰
3. 蒙德拉

$2,670
$2,348
$2,323

1. ⼴州
2. 深圳
3. 新加坡

$5,249
$4,785
$4,727

四⽉的集装箱平均价格

https://www.cnbc.com/2022/04/07/eu-to-ban-russian-coal-imports-from-august-sources-say.html
https://finance.yahoo.com/news/2-maersk-says-shipping-boom-062658312.html


中国—集装箱可⽤指数（CAx）
据彭博社报道，4⽉的第三周，上海港及其与宁波共享锚地的总集装箱船数为
230艘，比去年同期增⻓了35%。（注 5）
上海的集装箱可⽤指数在 4 ⽉底（第 17 周）升⾄ 0.62，预计 5 ⽉将⼩幅下降
⾄ 0.59（第 18-21 周）；⽽宁波的集装箱可⽤指数在⽉初跌破 0.5 ⼤关，到⽉

底才回升⾄ 0.51。

什么是CAx？

为 xChange创造的⼀个专业术语，⽤于监控主要港⼝周围的集
装箱进出⼝数据

当 CAx 低于0.5 代表入港量⼩于出⼝量；⾼于0.5 则表⽰有更多
的集装箱进入港⼝

7

5.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features/2022-04-25/china-s-covid-crisis-threatens-
global-supply-chain-chaos-for-summer-2022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features/2022-04-25/china-s-covid-crisis-threatens-global-supply-chain-chaos-for-summer-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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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集装箱可⽤指数（CAx）

盐⽥的集装箱可⽤指数直到封锁前还在持续上升。4⽉的数

据显⽰港⼝集装箱有出现短缺，但港⼝的集装箱可⽤指数正

有逐渐上升的迹象，在 4 ⽉的最后⼀周，其值为 0.43。

另⼀⽅⾯，天津的数据如同三⽉份预想的⼀样，⽉底时反映

了对全部进⼝的需求，其集装箱可⽤指数为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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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集装箱的交易价格

正如我们的交易洞察报告所预期，这两种标准集装箱（20 尺⼲箱，

40 尺⾼箱）4 ⽉份在中国的平均价格持续缓慢下降。

在中国交易集装箱

由于封城期间少有集装箱移动，上海 40 尺高箱的平均价格为 4,451美

元，比上周下降5%，预计5月份将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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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集装箱租赁的取箱费⽤

• 上海为世界上最繁忙的集装箱港⼝之⼀，封锁期间也⼀直保持

着开放。随着本⽉新冠疫情的缓解，预计未来⼏天中国的集装

箱航运将出现强劲增⻓。

• 40呎⾼箱和 20呎⼲箱的提取费⽤在 3 ⽉份增加，⽽在 4 ⽉份

有所下降，价格分别为 2,930 美元和 1,200 美元。4 ⽉没有 40 

呎⾼箱的数据，显然现在不是个受欢迎的选项。



11

中国—集装箱租赁的取箱费⽤

• 4 ⽉的欧洲北部的平均取箱费⽤⾃ 3 ⽉以来继续下降⾄ 300 美

元

• 南欧的租赁费率在 3 ⽉份有所上升，4 ⽉份略有下降，为 75 美

元

• 东北亚地区 2⽉和 3⽉的平均费⽤为 2,300 美元，但 4 ⽉下降

了 100 美元

• 中东和印度次⼤陆的费⽤从 2 ⽉份的 1,000 美元左右降⾄ 4 ⽉

份的 46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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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集装箱租赁的取箱费⽤

• 彭博社 4⽉份的报道提到，中国约占全球贸易的 12%，⽽新冠

疫情的限制了⼯⼚和仓库的运营，减缓了卡⻋交付速度，加剧了

集装箱僵局。美国和欧洲的港⼝已被集装箱淹没，更容易受到额

外的冲击。

• 这些对已在 2020 年下滑、在去年反弹的全球商品贸易造成 22 

万亿美元的损失，使得已累计的成本变得更⾼

• 4 ⽉份中国提取费⽤的降幅为今年以来最低，战争和封锁均对全

球贸易和集装箱租赁造成极⼤的影响。

在中国租赁集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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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集装箱可⽤指数（CAx）
此增长可能会使已在 4 月份恢复正常吞吐量的西岸港口不堪重负，为这

两个港口有史以来最繁忙的第一季度。（注 6）
美国从中国进口近 20% 的产品和 35% 的电子产品，因此预计 6 月或

7 月美国的进口量将激增，由该国最繁忙的洛杉矶港以及长滩港处

理约 40% 的集装箱货物进口。 6.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4/chinas-zero-covid-policy-to-renew-us-
west-coast-port-congestion/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4/chinas-zero-covid-policy-to-renew-us-west-coast-port-cong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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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集装箱可⽤指数（CAx）

休斯顿和纽约的港⼝在 4 ⽉持续处理⼤量的进⼝和⾯临拥堵；据休

斯顿所称，4⽉是他们 2022 年最繁忙的开端

纽约也⾯临着⾼进⼝量的压⼒，且 4⽉份停⼯的数量是更前所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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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集装箱的价格

从我们的分析可以看到，40 呎⾼箱在洛杉矶的价格已从 2022 年 2 

⽉下旬的 3,467 美元降⾄ 4 ⽉的 2,754 美元

在美国买卖集装箱

2022年 4⽉ 20呎⼲箱的平均价格为 1,661 美元，低于 2021 年 8 

⽉下旬的 3,080 美元⾼点



16

欧洲—集装箱可⽤指数（CAx）

欧亚的供应链在 4 ⽉还是中断的，且严重拥堵；与此同时，俄乌冲突对欧洲最⼤的两

个港⼝：鹿特丹和安特卫普的吞吐量造成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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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集装箱可⽤指数（CAx）

费利克斯托和汉堡分别为英国和德国最⼤的港⼝，4⽉份均有产能过

剩的现象。由于存储空间的缺乏，港⼝⽆法接受更多的集装箱。

虽然汉堡的集装箱可⽤指数在 4 ⽉的最后⼀周为 0.82，预计 5 ⽉

底将达到 0.79。费利克斯托 4 ⽉份的数值为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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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集装箱的交易价格

鹿特丹的每周跌幅⾼达 3.6%，但 5 ⽉份的价格可能维持稳定在

2,750 美元⾄ 3,055 美元之间。不过 20 呎⼲箱并没有太⼤的变化，

预计在 5 ⽉也将保持稳定

在欧洲买卖集装箱

安特卫普 40 呎⾼箱的平均价格每周下降 3.1%，预计 5 ⽉份上涨并

保持在 2,193-3,173 美元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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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集装箱租赁的取箱费⽤

• 欧洲⽬前有过剩的集装箱，也缺乏仓库及存储空间。从欧洲租

赁到其他地区时，供应商实际上会以提取积分的⽅式⽀付，特

别是将箱⼦运回中国时

• 与 3⽉份⼀样，4⽉份的⽤户租赁率有所下降。作为⼀个⽤户，

需精准地选择要出⼝到中国哪个港⼝。但作为供应商，低廉的

的取箱费⽤是搬运集装箱的好动机。

在欧洲租赁集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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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集装箱可⽤指数（CAx）

我们注意到 4⽉份有更多的货物运往印度。Container xChange创办

⼈兼CEO克⾥斯蒂安·罗洛夫斯 (Christian Roeloffs) 表⽰：「这与宏观

的经济因素有关，科伦坡危机使得更多转运的集装箱被运往印度东岸

港⼝。」

与印度其他东部港⼝⼀样，钦奈也有⼀定的集装箱入⼝量，该港⼝

的集装箱可⽤指数为 0.77，预计 5 ⽉份也将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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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集装箱的交易价格

我们注意到印度集装箱的平均价格下降了 20%，经我们的分析发现，截⾄ 4 ⽉的最后⼀

周，钦奈、那瓦舍瓦和蒙德拉港⼝ 20 呎⼲箱和 40 呎⾼箱的平均价格普遍有下降的趋势。

在印度买卖集装箱



中东及印度次⼤陆—集装箱可⽤指数（CAx）

由于不稳定的政局、不断增⻓的通货膨胀和卢比贬值影响了该国贸易，

巴基斯坦的集装箱市场在 2022年第⼀季度出现下滑。（注 7）卡拉奇

4 ⽉份的集装箱可⽤指数为 0.86。

据报道，杰⻉阿⾥（阿联酋）在 2022 年第⼀季度处理了 340 万标准箱

，同比下降 1.0%。（注 8）在 4 ⽉的最后⼀周，其 CAx 为 0.58

7.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finance/pakistan-cbank-hikes-
policy-rate-by-250bps-1225-emergency-meeting-2022-04-07/
8. https://container-news.com/dp-world-exceeds-19-million-teu-in-first-
quarter/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finance/pakistan-cbank-hikes-policy-rate-by-250bps-1225-emergency-meeting-2022-04-07/
https://container-news.com/dp-world-exceeds-19-million-teu-in-first-qua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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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及印度次⼤陆—集装箱的交易价格

该地区 4⽉份 40 呎⾼箱的价格持续下降，⽽ 20 呎⼲箱的价格上涨

，迪拜除外

迪拜的价格在 4⽉份呈指数型下降——从 2,549 美元降⾄ 2,182 美

元——尤其是 20 呎⼲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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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集装箱可⽤指数（CAx）

亚洲第三⼤贸易中⼼新加坡的集装箱可⽤指数在 4 ⽉的最后⼀周升

⾄ 0.62，因该国⽬前正⾯临的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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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总结

在 xChange平台上租赁，买卖集装箱

交易（⾄4⽉22号）：

• 20 呎干箱在芝加哥、洛杉矶和休斯顿

最便宜

• 40 呎干箱在安特卫普、洛杉矶和萨凡

纳最便宜

• 40呎高箱在芝加哥、多伦多和休斯顿

最便宜
• 对⽤户来说，从中国到欧洲单程运输的取箱费⽤比平时低得多

• 在钦奈购买集装箱的是最好时机，自 2022年 1月以来，港口 40 呎高箱的平

均价格下降了 16%

• 据 Xeneta 的报告，一个 40 呎干箱从远东到北欧的即期运费为每 FEU 11,100 

美元。2022 年 4 月 26 日，至地中海的价钱同样是 13,100 美元；相较于远东

，从地中海将集装箱运到北欧便宜了 2,000 美元

租赁

交易

利润最⾼的i地区流动率最⾼的地点：

（即数量多且便利）



26

本⽉总结

在 xChange 平台上租赁，买卖集装箱

• 4月，安特卫普和布鲁日合并了他们的港口公司，声称形成了

「欧洲最大的出口港口」，目标是利用邻近港口的滚装、化工和

集装箱运输的优势

• 随着中国的封控和俄乌战争的持续，将集装箱运往欧洲时，试着

寻找替代路线以避开上海、俄罗斯和乌克兰

• 封控结束出口恢复后，将有大量船只驶往美西港口，意味着等待

时间将会增加。因此，把集装箱搬到南岸，例如休斯顿，或使用

xChange查找 SOC 以规避滞港费和滞箱费

• 据报道，由美国港口工人组织的国际码头暨仓储

工会 (ILWU) 与太平洋海事协会 (PMA) 所进行的

劳资谈判将于 2022 年 5 月 12 日开始，这可能对

集装箱物流带来严重影响，预计会造成集装箱堆

积如山，建议提前做好准备计划

• 中国从 2022年 4月 30 日起有 5 天的劳动节假期，

预计仓库、货运代理和货运公司将出现劳动力短

缺

下周的智能集装箱移动 注意以下事项：



想要购买、出售或租赁集装箱？
点击下⾯的链接：

预约演⽰ 媒体公关合作，请联系

Ritika Kapoor

rka@container-xchange.com

研调报告及专栏⽂章，请联系

Ananya Borgohain

abg@container-xchange.com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关注我们的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