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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散货一殷是工业生产的原材料,是世界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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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1 国际千散货航运市场的因素分析

1.1 评价因素

在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下 ,国 际贸易量增加 ,尤其

的繁荣和运价的上涨,丽上涨的运价将使船舶经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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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整个国际干散货航运市场与世界经济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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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更多的船舶来满足运输需求。当然,运输成本在

运输市场中的地位也是十分关键的。

因此,本文考虑从 4个主要方面对国际干散货航

运市场进行评价:运力供给、运力需求、运价和航运成

本。
m这 4个方面又分别由下述 4个主要指标来判定。

1.2 备指标说明

1.2.1 船舶供给量

本文采用船舶供给量来反映运力供给。国际干散

货航运市场的运力供给是指一定时期内的国际干散货

营运船舶以净载重吨表示的数量。某一时期国际干散

货船舶的供给量等于该时期国际干散货船舶保有量减

去该时期国际干散货船舶闲置封存量。
叨该指标反映

整个市场内船舶所提供的货物装载能力,其变化受新

造船的投人和旧船的拆解影响。船舶供给量的增加意

味着国际干散货航运市场竞争的加剧,对市场行倩走

势产生压力。

1.2.2 国际干散货海运量

本文采用国际干散货海运量来反映运力需求。国

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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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干散货海运量主要包括铁矿石、煤炭、粮食等大宗干

散货海运量及钢铁、水泥、非铁矿石等小宗干散货的海

运量。该指标是市场行情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因为有

需求才有供给,供给的变化归根结底都是由需求产生

的,所以该项指标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市场需

求的未来走势。

1.2.3 波罗的海综合运价指数 (BDI)

本文采用波罗的海综合运价指数来反映运价。在

国际干散货运输市场中,由波罗的海航运交易所发布

的BDI被称为国际干散货运输市场的
“
晴雨窘

’
。u它

以11条国际干散货航线的运价为样本,将每一样本航

线的平均运价或平均日租金乘以其换算成熟后的换算

指数,再相加得出,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世界干散货运输

市场的一般运价水平,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代表性。
田

1.2.4 燃油价格

本文采用燃油价格来反映航运成本。影响干散货

航运成本的因素包括燃油成本、港口使费、船员劳务费

等多个方面。其中,船用燃油耗用占据船队经营成本

的zs%以上,已经成为制约船队经营和船舶所有人利

润的最大因素,尤其是当今船舶大型化的趋势日益明

显,随着船舶载重吨位的不断增加 ,大型散货船的油耗

增加也是相当巨大的。

2 各因素与世界经济的关联度计算

2.1 方法介绍

灰色关联度分析(Grey Rel波 onaI Analy血 尸是依

据各因素列曲线形状的接近程度作发展态势的分析。

灰色关联度分析的意义是指在系统发展过程中,如果

2个因素变化的态势一致 ,即同步化程度较高 ,则可认

为两者关联较大 ;反之 ,两者关联度较小。因此 ,灰色

关联度分析能为系统发展变化态势提供量化的度量 ,

非常适合动态的历程分析。

2.2 原始数据

本文以国际干散货航运市场的各评价指标作为分

析与世界经济关系的指标,样本为这些指标 19叨一

2∞7年的年增长值。世界经济指标采用全球 GDP年

增长值 ,设计指标变量见表 1。

表 1 各指标及其相应变蠹

指   标 变Ⅱ 年堪长值 )

全球 GDP 凡

干表货船舶供给量(10° DWT) JI

菌诔艹散货藩运壬CiJt) =9

波罗的海综合运价指数
=●

船用燃油价檄 美元⑴ 马

注:考虑到新加坡港是国际著名的补给港,因 此采用淅

加坡港的 3BO c蕊 价格作为船用燃油价格。

资料来源:Ch=ison

2.3 分析步骤

(1)标准化(无量纲化 ):由于系统中各因素列的数

据可能因计算单位不同,不便于比较或在比较时难以

得到正确的结论 ,所以在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时 ,一般

都要进行标准化的数据处理。
臼以参照数列为基准点 ,

将各数列标准化 ,见表 2。

表 2 数据标准化

年份 Ir。 岛 乃 珀 劝

l999 艹△∶落d· ∵1  百 1 ⒒

】998 o.“ -0.07 o.09 -353 7.12

1999 吐叻 o刀 o30 1尥△ ∵△476

zO00 1.14 o.(i";) 3.93 -5⒕7

2∞1 o∶∞ 1∶01i clm‘ -⒉31 2∶93

2002 o。74 o.65 o.8I -I月4 -1‘⒓

2∞3 o.95 o匆 o刀5 7∶ 10ˉ -2《阝

zO00 1.26 152 1.01 4.88 -0.70

zms 157 ⒍73 -4.9s ^ˉ⒋75

zOOC 129 152 o.83 -Om9 -250

zO09 1.⒉⒋ 1'|6 ⒍71 6刀9 -2H4

(2)差数列表计算:应公式需要值,产生对应差数

列表,内容包括与参考数列差值 (绝对值 )9。 (后 ,-乃

(后丬,最大值、最小值、分辨系数《0<ζ<1,可设ζ〓

⒍5)。 见表 3。

得到而n而n|以斤)-以 七)|为 0,max1nax丨 irK七)-

以七)丨 为 6。⒍(设分辨系獬 为 0.5)。

(3)关联系璐 (七 )计算:对于一个参考数列 lr。 有

若干个比较数殉∷1,屁 ,·
··

,x’ ,各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

在各个时刻(即 曲线中的各点)的关联系数“θ计算公

式为:

ζ【乃)亠〓≡空
;号亭告;些;丨吾;::吉:骨:号;;罩耳;昔:}亏;+三

」



表 3 差数列表

年份 |沔KΙ)-氵Kl) I以 钅)-以 Ι)| 丨为【l冫-y,l△ )丨 丨,《 虍)-=:t△ )丨

I997 o o o o

1998 o.71 o57 4.17 648

1999 o.62 o56 o。52 5.“

zO00 oJ6 om 2.79

Ξu0"冫 l o彳2 o37 2.90 2.s0

zOOz o.08 o08 9L58 236

zO03 o37 o⒛ 6.15 3J冫o

zO00 o弱 o犭 3.62 1.9"5

zOOs o⒚ o4I 5.87 5.89

ztX|s o⒉ o“ 137

zO07 o彐⒓ o53 555

=mn
o o o

maX o。7】 ojs, 6.15

其中:椭n而n丨 以庀)-以虍)丨 为两层式取绝对差值

中最小值;mamax|I。【θ-=【屠)丨 为两层式取绝对差值

中最大值。计算结果见表 4。

表4 关联系数计算

年份 系(1) “Ι) “△) Co(Ι )

l997 1 1 1 置

1998 o.82 o.85 α00 o.弭

】999 o.B0 oB5 o。87 o37

zcu, o.88 o。99 o‘4 o33

烟 1 o∶89 o.90 o53 o59

2002 o.98 o.98 o56 o.58

zClO3 oJo o.舛 o35 o52

zmo o.93 o.93 α0B o.63

zoOs o.89 o。89 o36 o.36

狲 o。93 o。88 α7】 o.47

axl9 o。90 o.“ o37 o47

(4)关联度计算 :因为关联系数是比较数列与参考

数列在各个时刻(即 曲线中的各点 )的关联程度值,所

以它的数不止 1个,而讯息过于分散不便于进行整体

性比较。因此,有必要将各个时刻(即 曲线中的各点 )

的关联系数集中为1个值,即求其平均值,作为比较数

列与参考数列间关联程度的数量表示。各关联系数的

平均值即而与冯的关联度而,公式为乃=+菖 g【·9°

(5)计算结果:比较各关联度大小 ,值愈大,关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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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关联度计算结果为h=0。 ,l,乃 〓0。99,乃 =0.“ ,

r9=0.51。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变量而与 lr。 的关联度乃最

大,达到 0。呢,说明国际干散货海运量与世界经济增长

的关联度最大,其次是船舶供应量,与世界经济增长的

关联度达到 0.91,说 明船舶供应量与世界经济也是非

常相关的,而燃油价格和波罗的海运价指数与世界经

济的相关挂相对较低。

3 国际干散货航运市场与世界经济的

相关性分析

3.1 干散货海运星与全球 GDP增长率的比较  
ˉ

由于国际干散货海运量这个因素与世界经济的关

联度最大,本文重点从国际干散货海运量方面来评价

与世界经济的相关性。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运力需求与世界经济的关

联性最大。海上运输是实现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交流和

国际贸易的主要手段,航运需求是从国际贸易派生出

来的。这一特征说明国际航运市场的发展变化受国际

贸易的直接影响,影响国际贸易的环境因素同样影响

着运力需求的变化,而国际贸易的发展完全取决于世

界经济的发展,则影响国际航运市场波动的首要因素

是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国际干散货海运量增长率与

全球 GDP增长率的比较(图 1)也充分应证了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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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际干散货海运揎增长率与全球 GDP增长率的比较

贲料来泺:CIaRons

3~2 国际干散货航运市场与世界经济的波动分析

世界经济对国际航运市场波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2个方面。一方面来源于世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据

研究表明,在正常情况下 ,世界经济以⒋5年为-个波

全球 GDP坩长卒

囹乐干敢货海运云圩长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