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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寄语  

如果没有集装箱，就没有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回顾2022年10月，业界一直在努力解决的问题再次以新的形态摆在我们面前。而每一

天，我们致力于打破繁荣与萧条的循环，奋力带领大家渡过难关，在平凡的机会中发现

不平凡的机遇。


十月份，我们重点研究了即期运费和需求的下跌、通货膨胀、船东箱（COC）和自备箱

（SOC）的前景。


德国艾世捷公司继续致力于我们的研究领域并竭诚为您服务。我们是一家致力于简化国

际贸易物流的技术公司，我们将集装箱的相关流程变得与集装箱构造一样简单明了。为

了实现这一使命，我们打造的中立基础设施平台，可连接全球各大物流公司，消除贸易

阻力，创造经济机会。


作为该使命的一部分，我们也在不断研究行业、市场、参与者、战略、趋势等等，并以

此为主题形成行业报告，让您了解价格行情。希望我们本月的行情报告能对您有帮助。


怀着这种想法，我们继续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Christian Roeloffs


克里斯蒂安·勒洛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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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货柜可用指数 (CAx)？ 

德国艾世捷公司的《全球集装箱行情月报》，以专业视角点评全球物流行业与供应链行

业的重大事件。通过对艾世捷其独有的尖端数据进行分析，报告就这些事件如何影响全

球经济，进而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做出分析洞察。





此外，我们还为航运集装箱用户和供应商带来宝贵洞察，提供有关20尺货柜、40尺货柜

和40尺高箱平均价格、单程运输提箱费以及主要港口货柜可用指数 (CAx) 的实时动

态。

CAx 由德国艾世捷集装箱交易平台首次提出，其全称为“Container Availability 

Index”，即货柜可用指数。这是一项用来衡量世界主要港口的满载集装箱的进/出口情

况的工具或指数。当CAx指数为0.5时，这意味着在一周内入港和离港的集装箱数量相

等。当CAx 值低于0.5时，意味着离港集装箱的数量大于抵港集装箱的数量。当CAx 值

高于0.5时，意味着抵港集装箱的数量大于离港集装箱的数量。





CAx 指数基于数百万集装箱的追踪数据计算得出。这些数据来自航运公司、仓库和码

头，但集装箱数量不足50个的地点除外。本次报告仅统计了40尺货柜的CAx指数。

CAx指数不涵盖：

制造集装箱的确切数量 

部分港口本地销售的集装箱

承运人对集装箱的空箱调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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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读者的补充说明

价格行情分析

所有代表各种类型和箱况的集装箱的平均交易价格和单程运输PU费用的

数据均基于德国艾世捷集装箱交易平台的集装箱交易和租赁数据。

所有代表各类集装箱的平均交易价格的数据皆指向不同类型的集装箱，

其细节详见文本和图表标题。

德国艾世捷集装箱交易平台上的交易集装箱数量随时间推移持续增加，

这意味着平均价格也会相应波动。 

集装箱的买卖价格和单程租赁的提箱费 (PU) 均采用当月统计已完成交

易数量计算得出的平均值（单位：美元）。

利用艾世捷的 “价格行情分析”功能，您可以查看2年以内的历史数据。在查看市场价

时，您可选择各种集装箱类型、状况和全球区域。我们还研究价格变动并分析其趋势，

利用“价格行情分析”发现买卖集装箱的最佳时机。

https://container-xchange.cn/ins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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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中国至美国即期运费持续走低 

2021年10月，全球集装箱严重短缺，几乎使海运业陷入停滞。而2022年10月却相反：集

装箱大量闲置。目前，需求急剧下降。再加上有更多集装箱进入市场，东亚有些国家与

美国之间的跨太平洋航线即期运费也急剧下降。

十月份中国至美西航线的40尺货柜即期运费下降了20%，降至2361美元。而一年前的典

型保险费为20000美元。一系列新的因素和旧的原因一起影响着全球集装箱货运，从而

导致即期运费急剧下降，这些因素有：

为什么即期运费下降这么快？

尽管承运人采取激进的空白航行，仍然预计10月第二周的即期运费将跌破2000美元大

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消费者需求下降。在大西洋彼岸，美国的发货人遭遇了海运订单

下降20%，海运公司取消了一半的航次，以确保他们的船舶的运力与需求相匹配。

�
 集装箱需求不断下降

在中国十一黄金周前几个星期，海运业就已经为十月份的平淡需求做好了准备。由于中

国黄金周这段时间工厂停工，两个最大的海运联盟每周消减9个从亚洲到北美西海岸的

航次、4个至美国东海岸的航次、2个至墨西哥湾的航次。东方海外货柜航运公司

（OOCL）和法国达飞海运集团（CMA CGM）从9月30至10月12日期间取消了6个跨太平洋

航次。因为黄金周这段时间产能和员工不足，生产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所以承运人

继续取消航次。

2. 十一黄金周导致工厂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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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份中国的清零政策继续影响全球经济。中国在包括上海在内的大城市加强了预防措

施，以遏制新冠肺炎在黄金周后死灰复燃。尽管中国现在的每日新增病例比全球平均水

平少的多，但中国的疫情防控政策持续困扰着集装箱运输业。


在10月第二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其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测下调至3.2%（2022）和

4.4%（2023），理由是中国清零政策下的频繁封控会严重阻碍该国经济。

4. 中国现在仍然实行清零政策

中国又一轮新冠疫情封控影响供应链，尤其是宁波、上海和天津这些地方。10月第三

周，宁波北仑区发现一名阳性病例后，集装箱卡车滞留在停车场。新的疫情限制严重影

响了货车运输，因为打乱了司机的运输日程安排，包括前程运输整箱货物和运输中货

物。


在天津，仓库、港口和机场都在减少运力。当郑州这样的重要航空货运中心进入封锁状

态，中原区的百万人口受到影响。

3. 又一轮疫情封控带来新的危机

2022年10月第一周亚洲至美国东海岸和西海岸的物流价格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63%和

85%。然而，尽管2022年运费大幅下降，而如果与2019年同期相比，降幅就不足为奇

了。

为什么价格下降却还是没有理由庆祝？

德国艾世捷集装箱交易平台的数据


表明了什么？

我们正在仔细分析自2021年以来的反转趋势。而且看起来集装箱需求会持续下降。也就

是说需求会渐渐稳定并逼近疫情开始前的水平。我们还预计运力调整将继续进行。尤其

是跨太平洋航线，需求将继续下降。其实，到11月美西即期运费甚至可能跌破2000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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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季度，大型运输公司可能会继续减少航次，重新做运力调整。看起来，尤其是亚

洲至美国的出口形势，困难重重。

不过，全球需求下降对某一特定人群来说是一种很好的解脱：中国国内的出口商。由于

运费在降，现在国内公司的物流支出变少了。更低的运费和物流成本也意味着厂家可能

会降低商品价格。

然后，随着商品降价，消费者就会恢复花钱购物的信心。对于亚洲的集装箱贸易商和租

赁商来说，现在是出口的大好时机，因为承运人压力重重，而港口想要缓解拥堵。

如果您要找集装箱，或者想和类似的物流公司结交人脉，或者想让我们为您大体介绍一

下市场，请您预定我们专家的免费演示。请您在下方留下联系方式，我们的专家将给您

回电。

不仅仅是集装箱价格，在艾世捷平台上我们还发现提箱费也大幅下降。艾世捷平台的数

据显示，自2022年6月以来，中国至美国的单程40尺高箱平均提箱费大幅下降。在如下

图表中，您会发现提箱费从五月的2109美元降至9月的606美元，出人预料！

预约免费演示

中国至美国的单程40尺高箱平均提箱费

美国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0

$500

$1.000

$1.500

$2.000

平
均
市
场
价

$606

$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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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次大陆和中东 
印度出口关税提高，使运费大幅下降 

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大米出口国。该国今年禁止出口碎米，并对印度香米以外的品种征

收20%的出口税。结果，全球大米价格上涨超过10%。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全球大米价格指

数涨了2.2%，为18个月来最高。这也导致了印度出口的集装箱运费骤降40%。

10月印度出口部解释说，“由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放缓和相应的需求放缓，印度某些

领域的出口出现了下降。”与此同时，印度的通货膨胀和食品安全问题也影响了出口。



印度政府的高出口关税（大米15%、钢铁20%）为海运带来了阻碍。与此同时，通货膨胀

和经济衰退已经阻碍了需求增长。2022年9月印度的货物出口下降了3.5%，进口下滑至

七个月来新低。如果印度继续征收高额关税，应该会进一步影响其经济。例如，九月

份，20艘船舶在印度的港口停滞了近两周。这些货轮等待装载运抵港口的约60万吨碎

米，以及滞留在集装箱货运站（CFS）和港口仓库或者在运输途中的约40万吨大米。这

些碎米计划运往塞内加尔、中国和吉布提。

由于关税提高，预计印度出口将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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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主要港口的集装箱运输量在下降。据报道，印度港口的货柜数量从8月的977000标

准箱减少至9月的892000标准箱。集装箱运输量下降的港口包括了孟买新港、科钦港和

金奈港。印度最大港口蒙德拉情况相同。不过蒙德拉9月出现了中转货运量增长，使得

其吞吐量显得相对比较温和。

小港口也出现了下降。然而，印度把俄乌战争仅仅视为其出口的短期障碍。事实上，印

度出口组织联合有望向俄罗斯增加50亿美元出口额，尤其是如果俄罗斯贸易开始用卢比

结算，不再使用美元，印度今年一直在这样盘算。

未来几年，情况可能真的会发生变化。经过长达8年的规划和协商，印度政府于上个月

出台了《国家物流政策》。《国家物流政策》的目标是降低印度的物流成本以及建立货

运走廊、仓储设施、运输枢纽等等。但是，若要使印度国际贸易增长，印度国内仍然需

要更加强健的基础设施。这包括需要有自己的强大航运公司，能与国外巨头抗衡，以及

要有一家强大的航空货运公司，能够比肩敦豪和德迅。有了政策扶持和成为国际贸易中

心的明确打算，可以看出，印度似乎想要减少对国外航空运营商和航运公司的依赖。

印度港口的货柜数量减少

印度需要用什么来推动物流发展？

而在另一边，欧洲市场正面临多重难题，包括俄乌战争的影响、通货膨胀、港口工人罢

工以及能源危机。同样，供应链持续遭受重创，比如英国和美国主要港口的工人罢工，

导致运往西方的集装箱货运并没有遇到疫情前的那种“旺季”。结果，印度的集装箱出

口运费下降很快。我们可以看到9月以来需求下降。

即期运费下降，远期运费随之下降 

德国艾世捷集装箱交易平台的数据


表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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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港口蒙德拉和孟买新港40尺干箱平均价格 

在过去6个月，印度的最大港口如蒙德拉和孟买新港，集装箱价格一直在稳步下降。这

两个港口的40尺适货干箱价格与年初相比明显下降。

10月印度集装箱平均价格

在艾世捷平台上，我们看到10月印度的集装箱市场价急剧下降（包括所有状况、所有类

型）。

印度

$0

平
均

市
场

价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4,350

$3,383

蒙德拉 孟买新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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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场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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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2.500

$3.000

$4,024

$4,125

$2,912

$2,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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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宣布了印度与阿联酋的自由贸易协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CEPA）。预计能为印度出口至阿联酋的90%相关产品打开大门。与此同时，迪拜的阿

里山港和免税区将对双方贸易发挥重要作用，预计阿联酋-印度贸易额将在2027年前提

升至1000亿美元。2021年，阿联酋与印度的非石油贸易总额为448亿美元，而迪拜占了

其中的86%。



沙特阿拉伯也有了巨大发展。9月底，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亲

王启动了“全球供应链韧性计划”，旨在吸引106.4亿美元（400亿里亚尔）投资进入该

国的供应链领域。这是“沙特2030愿景”计划的一部分。“沙特2030愿景”这个战略框

架的目标是，把该国建成世界顶尖经济体之一，并促进其经济、医疗、教育、基础设

施、娱乐和旅游领域的发展。这无疑会影响该国的集装箱物流。

以沙特阿拉伯为中心的海湾港口大型网络将连接印度最大的集装箱门户蒙德拉港。蒙德

拉港将连接达曼市的阿卜杜拉国王港。载货量为1740标准箱的Green Ace货轮将驶往沙

特阿拉伯东部省的达曼港，还会到达其它海湾港——阿里山港口（阿联酋）、哈利法·

本·萨勒曼港（巴林）、哈马德港（卡塔尔）。这条新航线被命名为“海湾-印度快车2

号”(GIX2)，由迪拜的航线运营商阿拉丁公司（Aladin）推出。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丁快递公司（Aladin Express）4月启动的“海湾-印度快

车”（GIX）环线将蒙德拉港连接至索哈尔港、阿里山港口、阿治曼港和哈伊马角港。

沙特阿拉伯将成为新的港口网络的枢纽中心

中东物流迎来新的曙光

德国艾世捷集装箱交易平台的数据


表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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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艾世捷平台上观察阿联酋40尺货柜的供求曲线，我们看到9月前价格稳步下

降，到达1598美元，为过去两年来最低。

我们还注意到，目前市场上自备箱（SOC）、船东箱（COC）的价格接近。无论如何，船

东箱仍有可能比自备箱费用更高。因为旺季到来，发货人应该需要长期使用集装箱，自

备箱是性价比更高的选择。尽管自备箱的运费与船东箱持平，但是发货人无需为自备箱

支付滞港费和滞箱费。


艾世捷平台上既有自备箱，又有船东箱。不过，发货人可以通过租赁自备箱获利，因为

如果集装箱在装货地比卸货地便宜，发货人可以从艾世捷购买货柜然后到卸货地以高价

卖出。

如果您要租赁集装箱，请点击下方按钮。

如果您要买卖集装箱，请点击下方按钮。

2021-2022年阿联酋平均价格

租赁集装箱

买卖集装箱

2021年6月 2021年9月 2021年12月 2022年3月 2022年6月 2022年9月

$0

$1.000

$2.000

$3.000

$4.000

$2,133

$3,200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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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和英国
“火热的罢工潮”影响假期供应链

在以前的月报中我们报道了利物浦和费力克斯托港码头工人的罢工情况。这个月也不例

外。罢工的组织方包括工会和运输、海运、通信、燃料及其他行业组织。罢工从8月就

开始了，工人要求加薪到与通货膨胀率持平。目前，英国的通货膨胀率为12.3%，为工

会许诺的加薪幅度（工会拒绝了）介于7%至8.3%之间。

10月24日，利物浦港进行了新一轮罢工。至本报告英文版发布之时，利物浦港的所有者

及运营商皮尔港口集团（Peel Ports）与英国联合工会（Unite）的谈判仍在进行。尽

管皮尔港口集团表示英国联合工会拒绝了加薪方案，但英国联合工会声称，皮尔港口集

团一直在盈利，却拒绝给工人适当加薪。

结果，通货膨胀率上涨引发了一连串停顿，英国的集装箱海运业继续在停顿局面中挣

扎。预计停顿局面将导致的后果包括：

罢工会造成什么后果？

费力克斯托港第一次罢工开始前，集装箱的平均停留时间为5.5天。到了罢工第十天，

即8月30日，集装箱在码头的平均天数达到了10.3天，增加了87%。10月的第二次罢工造

成了类似的结果，导致停留天数增加。相比之下，这段时期欧洲其他主要港口（如汉

堡、不来梅、鹿特丹、安特卫普）维持在平均7天。


展望未来，港口的拥堵难题将会继续。我们预计，这两个港口的积压局面将持续到2022

年最后一个季度之后。

�� 集装箱在港口停留时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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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力克斯托港是英国最大的港口，处理该地区所有入港货运的20%。在第一轮罢工期

间，出现了货运改道至南安普敦及其他港口的情况。这意味着费力克斯托港的入港货运

降到了零，而改道的运输量加剧了英国其他地方的拥堵。9月下旬，利物浦出现了同样

的现象，入港货运月环比下降了85%。


随着圣诞节临近，罢工会导致英国和欧洲零售商延迟交付产品。


比如，美国跨国汽车制造商福特从费力克斯托港和利物浦港出口产品，9月份，该公司

曾通知投资者，通货膨胀和供应链问题将造成10亿美元的成本。

如前所述，由于罢工，货运正在改道至南安普敦港口。该港口原本占英国货柜量的

13%，在罢工的两星期增长到了24%。

无论如何，南安普敦港口明显支持他们的同行——费力克斯托港和利物浦港。事实上，

他们已经“非正式”决定不接受从那两个港口改道来的货运。在艾世捷集装箱交易平台

上，通过活跃交易我们发现，该港口40尺适货高箱的平均价格为3190美元。我们预计明

年罢工的势头将会增长，更多港口将会团结起来。鉴于这种情况，建议您现在把货物运

出英国港口。因为同样的货柜在2021年10月价格为4261美元。

2. 有些港口货运减少，而有些港口出现拥堵

南安普敦港买卖价格概览

德国艾世捷集装箱交易平台的数据


表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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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预计，罢工将成为出口商尤其是美国出口商的痛点，因为他们的圣诞节订单将在

费力克斯托港和利物浦港卸货。另一方面，目前英镑疲软，意味着英国的进口费用将大

幅上涨。

欧洲与通货膨胀抗争，结果却使消费者的信心降低了。在集装箱物流行业也能感受到这

种影响。本月早些时候，我们的联合创始人兼CEO克里斯蒂安·勒洛夫斯（Christian 

Roeloffs）曾表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并不是不可预见。需求放缓、集装箱供过于求都

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混乱局面造成的。就如同典型的繁荣与萧条周期。”

如果美国的出口受困并且英国的进口费用上涨，就会导致美国出口商改变合同以适应变

幻不定的环境。例如，他们可能会在合同中重新加入价格风险条款。另外，将需要更多

的搬运费，即便在罢工结束后也将是如此。

如果想知道在英国港口运输集装箱的价格和提箱费用，点击下方链接即可联系我们。

与我们交谈

欧洲继续空白航行

在远东和北欧之间，有18个超级联盟港口，分别位于鹿特丹、汉堡、不来梅、威廉港、

安特卫普、泽布吕赫、费力克斯托、南安普敦、伦敦门户和勒阿弗尔。据报道，在2022

年第三季度，计划好的827次港口停靠其实只进行了687次。港口拥堵造成几艘船舶延迟

返回亚洲。


事实上，在这一季度，2M联盟的合作伙伴地中海航运(MSC)和马士基航运在北欧的停靠

次数比计划少了15%。而海洋联盟的成员，这一数据为12%。


随着集装箱需求下降，即期运费也随之下降。为了应对不断下降的即期运费，欧洲的承

运人仍然坚持取消航次，并把这作为策略。德路里(Drewry)报道称，从10月17日开始两

周内，跨太平洋贸易、跨大西洋贸易、亚洲至北欧和地中海贸易共有64个航次取消。东

方的跨太平洋贸易空白航行占了全部空白航行的一半以上，占了55%，其次是亚洲至北

欧和地中海贸易，为25%，西方的跨大西洋贸易为20%。

欧洲港口拥堵未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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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黄金周到来后，欧洲的集装箱需求普遍下降。但是当船舶返回亚洲时，欧洲的港口

拥堵使船舶的周转时间更长了。本来就预计黄金周到来后会有空白航行，今年有更多理

由要取消航次。并且今年甚至可能会减少更多货运量。

随着即期运费不断下降，承运人不仅取消了一些航次，而且提供更好的合同条件。今年

8月之前，几个月固定不变的合同仍然能让集装箱班轮公司盈利。但是现在货运量在下

降，所以为了应对挑战，他们向那些还没有锁定货运量的老客户提供更多优惠条件。

我们将密切关注上述货运量减少是否也有助于缓解欧洲现在的港口拥堵。否则，下一季

度集装箱中转站的空间应该还是满的。二手集装箱将堆积在中转站。需求低，而供应量

增加，二手集装箱的价格将进一步调整。

集装箱班轮公司改进合同以适应不断下降的货运量

10月份欧洲最大港口鹿特丹的吞吐量出现急剧下降。该港口的大部分运输量是运输的主

要来自俄罗斯的能源。我们在9月月报就说过，俄罗斯已经停止向欧盟供应天然气，欧

盟改用液化天然气和煤作为替代。因此，从俄罗斯至鹿特丹的集装箱运输量减少了。在

集装箱运输量减少的情况下，路透社报道称该港口的液化天然气吞吐量增加了74%，煤

的吞吐量增加了25%，远远抵消了铁矿石和干散农产品吞吐量的下降。

鹿特丹的吞吐量几乎持平

德国艾世捷集装箱交易平台的数据


表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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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欧洲市场堆满了40尺高箱。当然了，这种集装箱的价格也下降了。其实，在许

多以进口为主的港口，集装箱堆积如山。已经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为了避免集装箱在港

口堆积，发货人免费赠送集装箱。

根据我们的记录，2022年以来北欧和欧洲地中海的40尺适货高箱价格一直在下降，尤其

是4月之后。10月到达最低点。

主要航线的运费也大幅下降。提箱费也是如此。当我们查看艾世捷租赁平台上集装箱交

易的提箱费，我们发现提箱费全年都在波动不定。但如果与1月的价格相比，下图中10

月的大幅下降就是不可避免的。

欧洲地中海和欧洲北部地区的市场价

上海至鹿特丹的提箱费概览（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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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几个月里，美国港口的状况一直是讨论的焦点。但10月似乎更有意思。如果您没

有看上面的亚洲部分，给您一个简短总结：从远东一直到美国的即期运费下降了三分之

二。


线上货运市场和平台提供商Freightos报道称，美国西海岸和东海岸的运费分别比2021

年10月下降了85%和66%。据推测，运费还会进一步下降。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那就

是，承运人运输集装箱结果有可能亏损。

为了使船舶数量重新平衡并满足现有需求，海运承运人取消了高达50%的航次。而通常

情况下，下半年的集装箱运输量要比上半年多，在这段旺季承运人会获利颇丰。而今

年，下半年的运输量可能不到全年的一半——长久以来第一次！其原因包括通货膨胀、

美国劳资谈判以及国际供应链扰乱因素，例如英国的港口罢工、中国的疫情封控等等。


零售商同样也库存过多，并在取消海外订单。所以，即便消费者有需求，零售商现在能

自给自足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需求下降其实源于零售商，迫使承运人相应地减少运输

量。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原因就是，随着更多货柜等待离开港口，运输集装箱的船舶可能会出

现短缺。在这种情况下，港口会更加拥堵。无论哪种情况发生，我们都有理由推测，直

到2022年底美国的海运都会一直不稳定。

货运量预计会降到低于上半年

美国

海运困境将持续到2022年底



之前我们就说过，零售商今年早些时候就为节假日商品做好了安排，希望能够战胜通货

膨胀和供应链障碍。据报道，进入美国主要海港的进口量，继2022年上半年同比上涨

5.5%之后，下半年将下降4%。


我们预计美国港口将会有运力可用，并且运费将保持在低位。其实，承运人可能也开始

用新的合同价格来为客户提供船舶仓位。


在洛杉矶港和长滩港的拥堵现象终于有所缓解。现在在这些港口等待卸货的集装箱货轮

数量保持平稳。


有趣的是，拥堵现象转移到了美国海湾和东海岸的港口！飓风“伊恩”(Hurricane 

Ian)过后，萨凡纳港的一些作业中断。当时该港口就成为了积压最严重的港口，现在仍

然如此。Freightwaves.com报道称，截止10月11日，该港口仍然有35艘船舶在等待。

预计下一季度情况会怎样？

令人惊讶的是，美国的航空货运正在成为规则改变者。早前，空运某些类型货物有限制

和物流问题。然而，现在几乎所有类型的货物都可以空运，就除了少数几种。随着消费

者需求不断上涨，甚至连汽车轮胎也走空运。


那就可以相信，中国和越南的很多出口商用航空货运来提高货运量，把货物从港口运到

美国，尤其是美国东海岸的港口。

航空货运日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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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个时候，船东箱与自备箱租金几乎相同。但随着运输业的衰退，这里有一点要注

意。对于使用船东箱的货运代理，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就是滞港费和滞箱费不断上涨。

但对于自备箱用户来说，一大好处就是他们不必担心这些费用。集装箱所有者需要把集

装箱从富余地区调运到短缺地区，自备箱用户就可以租这些集装箱。这为集装箱所有者

节省了仓储费和调运费。反过来，给了发货人更多免费天数和较低的滞箱费。


艾世捷平台上有成千上万个集装箱等待购买、租赁、出售和调运。如果您需要我们帮您

寻找合适的集装箱，请点击下方按钮。

美国船东箱与自备箱状态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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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集装箱

Freightos的研究主管犹大·莱文（Judah Levine）10月表示，“运营小型船舶的小型

运输公司（很多是以前在即期运费飞涨的时候加入的跨太平洋海运，现在都在支付高昂

的租船费）目前运营约三分之一的跨太平洋货运量，可能最容易受价格下跌所影响，导

致运营无利可图。”


他还提到，大型运输公司希望不断变化的市场动力机制把小型运输公司及其运力淘汰出

市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会有更多的空白航行，所以这应该有助于稳定价格。


运输业正在进入衰退期。曾经供应链满荷并且全球需求上升的时候，运输业一度达到顶

峰。而现在，几乎所有东西都在涨价，运输公司艰难地寻找客户和管理客户。港口的即

期运费不断下降，为班轮公司老板扩大利润带来了障碍。

运输业的旺季已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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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滩的集装箱平均价格2021年与2022年对比

德国艾世捷集装箱交易平台的数据


表明了什么？

当我们将数据与去年的对比，明显看出在过去一年内把集装箱从中国运到美国（或者欧

洲）的费用大幅下降。

事实上，将集装箱吊装上船的费用也降低了。2022年从中国东部运往洛杉矶的集装箱这

一费用降了超过一半。我们认为这是因为船舶找不到客户。“零售商和大型买家或发货

人对需求的前景更加谨慎了，所以减少了订单。”

当然了，这意味着美国的集装箱价格也降了。当我们把2021年10月长滩的集装箱平均价

格与2022年10月比较，我们发现价格从4313美元降了超过1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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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查看2020年8月至2022年10月的价格趋势，我们发现经过漫长时间后10月的价格

趋于稳定，我们预计下一季度价格会进一步下降。

对于美国的集装箱贸易商而言，鉴于货轮上富足的空间和不断下降的价格，现在应该是

运输集装箱的有利时机。


如果您想深入了解美国港口的价格趋势以及目前的运输费和提箱费，或者您想要我们帮

您运输或者调运集装箱，请在下方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艾世捷的专家团队将给您回电并

解答您的所有问题。

长滩集装箱平均价格趋势

预约免费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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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艾世捷公司的产品
与服务

德国艾世捷是一家致力于简化全球贸易物流的技术公司。我们将集装箱使用流程变得与

集装箱构造一样简单明了。我们打造的中立基础设施平台，可连接全球各大物流公司，

消除贸易阻力，创造经济机会。作为该使命的一部分，我们也在不断研究行业、市场、

参与者、战略和趋势。

我们的主要产品和服务包括：

键入您的提箱和还箱地点，选择设备类型，搜索全球 2500 多个港口，寻找您所需的集

装箱。在发送请求之前，请查看您的合作伙伴的提箱费、免费存储天数、滞箱费和服务

评价。针对每一笔交易，我们的损坏保护计划（DPP）为每个集装箱提供高达 100 美元

的维修和清洁费用。在任何情况下，德国艾世捷集装箱交易平台都是您的坚强后盾——

我们为您提供维修索赔、检验和集装箱保险相关的解决方案。

集装箱租赁

发送请求 查看详情

提柜地点

巴林 巴塞罗那（西班牙） 其他2个

货柜

20 × 40Hc 货物价值

落柜地点

阿布扎比 青岛 其他2个

条款

免租期： 35 / 超期滞箱费： $1.25 / 提箱费： $80 （用户支付）

5.0 Online now

CMA CGM
5.0 在线

APL

1.348

Send request View details

Pickup locations

Bahrain Barcelona (Spain) 2 more

Containers

20 × 40Hc Cargo worthy

Dropoff locations

Abu Dhabi Qingdao 2 more

Terms

Freedays: 35 / Per diem: $1.25 / Pickup charge: $80 (User pays)

5.0 Online now

CMA CGM

1.348

5.0 Online now

APL

Send request View details

Pickup locations

Bahrain Barcelona (Spain) 2 more

Containers

20 × 40Hc Cargo worthy

Dropoff locations

Abu Dhabi Qingdao 2 more

Terms

Freedays: 35 / Per diem: $1.25 / Pickup charge: $80 (User pays)

5.0 Online now

CMA CGM

1.348

5.0 Online now

APL

租赁

为您推荐

搜索



在全球范围内购买和出售集装箱，秒速获悉市场价格洞察。找到您所需的集装箱，开启

市场扫描，以获得符合您需求的新报价通知。您可与其他平台成员直接谈判，以获得最

优价格，并可在报价前查看集装箱价格趋势。我们保护和管理您的款项，并由我们经验

丰富的服务团队为您提供支持服务。

集装箱买卖

选择地点、集装箱类型和箱况，洞悉市场价格。了解价格变化，分析趋势，确定您买卖

设备的最佳时机。您可查看2年内的历史数据。

获取干货集装箱、冷藏箱和

高箱价格的全球概览。搜索

全新集装箱和二手集装箱最

便宜和最昂贵的地区。每日

更新数据，让您时刻掌握价

格走势。

价格行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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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 Container xChange

Jakob Hafner

Dashboard Requirements Requests Smart contracts Tracking Trading

发布出售报价 发布购买需求买卖

搜索 我的供应 我的需求 站内信箱

$6,346

每个货柜价格

圣彼得堡

地点

100 × 40Hc 获取价值

集装箱

2019

生产日期

5.0 Offline

Hanjin
立即咨询 查看详情

$9,243

Price per container

Hamburg

Location

10 × 40Hc As is

Container

2014

Year of manufacture

5.0 Offline

HMM Start negotiation View details

$3,410

Price per container

Rotterdam

Location

10 × 40Hc Cargo worthy

Container

2019-2020

Year of manufacture

5.0 Online now

CMA CGM
Start negotiation View details

No images yet

$1,400

Price per container

Shanghai

Location

1 × 40Hc Brand new

Container

Not specified

Year of manufacture

4.5 Offline

ZIM Start negotiation View details

$5,500

Price per container

Xiamen

Location

5 × 40Hc Brand new

Container

Not specified

Year of manufacture

5.0 Online now

CMA CGM
Start negotiation View details

No images yet
$7,410

Price per container

Xiamen

Location

15 × 40Hc Brand new

Container

Not specified

Year of manufacture

5.0 Offline

ZIM
Start negotiation View details

No images yet
$1,000

Price per container

Xian

Location

20 × 40Hc Brand new

Container

Not specified

Year of manufacture

5.0 Offline

NYK
Start negotiation View details

找到2,341出售报价

搜索若干个地点 货柜类型 搜索

寻找出售报价 寻找购买需求 全部条件 全部公司

最新排序方式

价格趋势线比较图

40 HC

货柜类型

货物价值

单位条件

前3个月

时间段城市区域

汉堡 上海 多伦多

$ 4,000

$ 3,000

$ 2,000

$ 1,000

$ 0

汉堡 上海 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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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提箱到还箱，清晰掌握所有在途集装箱的动向，并全程实时监控。您还可以获得最新

的集装箱信息，掌握每个集装箱的状态。节省堆场仓库成本、滞港费和滞箱费。通过集

装箱管理系统 (Container Control) 更迅速地掌握关于提箱和还箱的信息。并利用这

一信息最大限度地节省成本。



我们相信简单且可预测的定价机制，与您使用平台的方式完全适配。要想为您的企业获

得最好的交易，我们建议您与我们经验丰富的团队预约免费的平台演示。

集装箱管理系统

预约演示

为海内外各大知名媒体所报导：

https://container-xchange.cn/get-a-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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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常见问题！我们来看看。我们查看了艾世捷租赁平台，发现从印度运出单程集装

箱（全部类型、全部状况）的平均提箱费从8月的245美元降到了9月的134美元。如果您

想知道特定的港口、集装箱类型和航线的提箱费，我们可以给您更具体的答案。

可以这么说。9月阿联酋20尺干箱的平均价格为2403美元，10月平均价就降到了1826美

元。

阿联酋20尺干箱的价格在下降吗？2

当然可以！您可以在艾世捷平台上为集装箱投保，即便不是在艾世捷上租赁的也可

以。我们的 “保险管家”功能与艾世捷钱包集成在一起，艾世捷的客户就无需额外的

付款流程。并且，您可以选择我们的基础保险产品或者高级保险产品，价格低于市场

价。

艾世捷只提供集装箱吗？我可不可以在艾世捷上投
保？3

印度的提箱费是多少？ 1

你问我答

您有问题想让我们回答吗？请将问题发送至communications@container-xchange.com，

我们将在下期回答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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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多式联运欧洲展（Intermodal Europe）今年回归了，这是自2019年以来集装箱

运输业和多式联运业第一次大型的重聚机遇。集装箱多式联运欧洲展欢迎众多领域的参

观者，包括发货人、港口和码头、技术供应商、货运代理、班轮公司和物流服务提供

商。资深买家希望发现最新的创新和技术、新的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了解集装箱运

输业的挑战和机遇，与资深同行建立人脉。

参加Zencargo的产品线上研讨会，看看如何使物流流程的每个阶段与实时数据保持一

致，以便能够：

- 更好地规划和管理


- 风险缓释 


- 优化货运购买 

跟上市场的步伐：


敏捷供应链崭露头角


11月24日线上研讨会

集装箱多式联运欧洲展（Intermodal Europe）


11月8日-10日


阿姆斯特丹

行业峰会

敬请期待

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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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供应链及物流博览会为您提供一个交流中心，以帮助企业实现其目标并在这个要求

严苛的行业保持领先地位。


作为英国顶级的以零售为主的供应链和物流展会，参观者将能够与成百上千个供应商建

立业务关系，以便于让自己的企业保持领先。改善供应链将会减少成本、提升客户体验

并使您的企业在零售业家喻户晓。

零售供应链及物流博览会


2023年2月28日-3月1日


伦敦

敬请期待

如对活动有任何疑问，您可发送邮件至 communications@container-xchanqe.com 与我们

联系。

mailto:communications@container-xchange.com


欢迎关注艾世捷微信公众号：

联系我们

作为全球领先的⼀站式集装箱物流专家，艾世捷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全球集装箱运输的数
千个流程：从寻找新合作伙伴，价格⾏情分析，管理，跟踪集装箱到最后的付款。艾世
捷让集装箱贸易像预订酒店⼀样容易。

艾世捷受到数千家全球集装箱物流公司的信任，如Kuehne+Nagel，CIMC及Sarjak，他们
每天都在使⽤艾世捷平台来提⾼运营效率和⽣产⼒。

德国艾世捷公司(Container xChange)是全球⼗⼤物流技术公司之⼀。我们的使命是简
化全球集装箱贸易，产品涵盖了航运集装箱的整个交易过程。艾世捷为全球集装箱物
流公司提供集装箱买卖及租赁平台，让您秒速以最优价买卖及租赁集装箱。艾世捷的
集装箱管理系统，简化从提箱到还箱的整个操作流程，让集装箱管理更⾼效。艾世捷的
价格⾏情分析服务，能让您实时获取60个地点的集装箱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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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了解1500多家会员如何利⽤艾世捷平台创造价值，

请预约免费的平台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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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