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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周国内浮法玻璃均价为 2844.77 元/吨，较节前一周

（3062.92元/吨）价格下跌 218.15元/吨，跌幅 7.12%，

国内浮法玻璃市场维持弱势，各区域玻璃价格普遍下调。 

◆     本周玻璃期货价格略有反弹，玻璃期货主力合约 2201

开盘 2335元/吨，最高价 2484元/吨，最低价 2231元/

吨，收盘 2367 元/吨，较上周五收盘价上涨 47元/吨，涨

幅 2.0%。 

◆     本周个别产线停产，供应略减。截至 14日，全国浮法

玻璃生产线共计 307条，在产 265条，日熔量共计 175225

吨，环比上周减少 450吨。周内产线停产 1条，改产 1

条，暂无点火线。 

◆     玻璃下游数据持续疲软。 

◆     截至 14日，国内轻质纯碱中间价为 3400元/吨，国内

重质纯碱中间价为 3500元/吨，本周纯碱市场价格继续上

涨。 

◆     预计玻璃主力合约将继续在支撑位上方震荡整理，直

到方向确定。 

◆     纯碱主力合约快速上涨后，多空分歧加剧，有短期回

调风险，但大趋势依旧可以适当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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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情回顾 

本周国内浮法玻璃均价为 2844.77 元/吨，较节前一周（3062.92 元/吨）价格下跌 

218.15 元/吨，跌幅 7.12%，国内浮法玻璃市场维持弱势。 

图 1：国内代表市场 5mm 浮法玻璃白玻价格走势图 

 

数据来源：卓创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2：中国浮法玻璃周度均价 

 

数据来源：卓创 大陆期货研究所 

本周玻璃期货价格略有反弹，玻璃期货主力合约 2201开盘 2335元/吨，最高价 2484元

/吨，最低价 2231元/吨，收盘 2367元/吨，较上周五收盘价上涨 47元/吨，涨幅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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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活跃合约的净持仓与收盘价 

 

数据来源：卓创 大陆期货研究所 

 

二. 基本面 

2.1 玻璃生产 

本周个别产线停产，供应略减。截至 14 日，全国浮法玻璃生产线共计 307 条，在产

265 条，日熔量共计 175225 吨，环比上周减少 450 吨。周内产线停产 1 条，改产 1 条，暂

无点火线。 

    本周企业库存继续上升，下游改善不足，玻璃产销整体仍然偏弱，短期降库难度较大。 

    随着上游成本上涨，且玻璃价格下降，导致玻璃毛利继续下滑，但总体来看依旧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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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玻璃毛利，均价及企业库存 

 

数据来源：卓创 大陆期货研究所 

 

2.2 玻璃基差 

玻璃基差为 314.01元/吨，随着现货下跌，期货小幅反弹，基差有所修复。 

图 5：玻璃基差 

 

数据来源：卓创 大陆期货研究所 

2.3 各地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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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区域玻璃价格普遍有所下调，除西南，西北新增订单有限之外，其余地区随降价，

出货情况有所好转。 

 

三.  玻璃上游情况分析 

3.1 纯碱方面 

截至 14日，国内轻质纯碱中间价为 3400元/吨，国内重质纯碱中间价为 3500元/吨，

本周纯碱市场价格继续上涨。目前受能耗双控政策严控及复产缓慢影响，纯碱产量仍处低位，

供需关系仍然紧张，库存持续低位，这也成为近期纯碱价格上涨的较强驱动力。 

图 6：市场价（中间价）：轻质纯碱：全国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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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市场价（中间价）：重质纯碱：全国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至 14日，本周纯碱开工率 73.99%，较上周略有提升。 

图 8：全国纯碱开工率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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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4日，纯碱全国库存仅为 29.3万吨。 

图 9：纯碱库存：全国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3.2 燃料方面 

玻璃企业使用的燃料主要为天然气、煤制气和石油焦。目前，三者持续上涨且涨幅较大，

对生产玻璃的成本有不小影响。 

 

四.  下游需求分析 

玻璃的需求主要集中在房地产、汽车等领域。其中房地产占 75%，汽车占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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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下游消费结构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4.1 房地产方面 

1-8 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 909992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8.4%。其中，住

宅施工面积 644336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8.8%。房屋新开工面积 135502 万平方米，同比下

降 3.2%。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 100765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7%。房屋竣工面积 46739 万

平方米，同比增长 26%。其中，住宅竣工面积 33771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27.4%。 

受房地产政策和房企债务危机的负面影响，目前房地产开发，销售以及房价都不太理想，

今年金九银十成色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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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房地产市场新开工及施工数据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4.2 汽车方面 

8 月，汽车产量为 173.4 万辆，同比下降 19.1%。主要由于国外疫情导致的芯片短缺，

短期恐难缓解。  

图 12：汽车产量及同比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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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趋势研判 

5.1 玻璃展望 

玻璃趋势研判 

品种 最新价 

未来一周评级 未来 3 个月评级 

方向 支撑 阻力 方向 

FG2201 2367 中性 2150 2500 中性偏空 

 

玻璃产能方面本周小降。下游需求方面，汽车受限国外疫情导致的芯片短缺，产量下滑，

短期内难有起色。地产受制于相关政策，叠加房企债务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今年金九银十

成色不足，下游需求不容乐观。上游方面，虽然纯碱煤炭天然气等价格持续走高，导致玻璃

毛利持续下降，但总体看来，目前玻璃毛利依旧可观，且玻璃企业受限电限产影响较小，故

供应始终居高不下，供多需少下，玻璃现货价格承压，但随着本周玻璃企业价格下调，出货

情况有所好转，本周库存有所下降，能否持续仍需观察。  

总体来看，预计玻璃主力合约将继续在支撑位上方震荡整理，直到方向确定。 

 

5.2 纯碱展望 

纯碱趋势研判 

品种 最新价 

未来一周评级 未来 3 个月评级 

方向 支撑 阻力 方向 

SA2201 3435 中性偏多 3250 3600 多头 

 

本周纯碱现货继续涨价。虽然下游玻璃旺季不旺，库存天数高，有所拖累，但在多重因

素的共振下，纯碱与玻璃走势分道扬镳。纯碱企业近几月的集中检修，减产超预期，复产缓

慢，叠加随环保政策而来的越来越严的限电限产（主产区江苏、青海均为能耗双控一级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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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导致整体供应偏紧，库存低位徘徊。环保政策同时还导致部分纯碱原材料，如煤炭，

原盐等的紧张，使其成本上升。而在需求上，虽然下游部分企业需求放缓，但随着光伏玻璃

产线的陆续投产，预计后期会为需求端提供越来越大的增量（目前预计每年新增需求 110 万

吨左右）。此外，虽然目前碳酸锂电池和钠离子电池对纯碱的消耗量很少，但其热度会在一

定程度上带动纯碱期货市场的升温。 在如此供需错配的情况下，可以适当看多。 

总的来说，目前纯碱期货快速上涨后，多空分歧加剧，有短期回调风险，但大趋势依旧

可以适当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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