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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周国内浮法玻璃均价为 2664.17 元/吨，较上一周

（2762.45 元/吨）价格下跌 98.28 元/吨，跌幅 3.56%，

国内浮法玻璃市场维持弱势,各区域玻璃价格普遍松动。 

◆     本周玻璃期货价格继续大幅下跌，玻璃期货主力合约

2201 开盘 2055 元/吨，最高价 2092 元/吨，最低价 1780

元/吨，收盘 1808 元/吨，较上周五收盘价下跌 254 元/

吨，跌幅 12.3%。 

◆     本周供应略增，截至 28 日，全国浮法玻璃生产线共计

307 条，在产 265 条，日熔量共计 175425 吨，环比上周增

加 700 吨。周内复产 1条，暂无冷修及改产线。 

◆     玻璃下游数据持续疲软。 

◆     截至 27 日，国内轻质纯碱中间价为 3693 元/吨，国内

重质纯碱中间价为 3800 元/吨，本周纯碱市场价格继续上

涨。 

◆     预计玻璃主力合约短期偏弱，破位快速下行后，有待

盘整。 

◆     纯碱成本端支撑减弱，目前恐慌情绪有所缓解，预计

将在支撑上方盘整后决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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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情回顾 

本周国内浮法玻璃均价为 2664.17 元/吨，较上一周（2762.45 元/吨）价格下跌 98.28 

元/吨，跌幅 3.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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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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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玻璃期货价格继续大幅下跌，玻璃期货主力合约 2201 开盘 2055 元/吨，最高价

2092 元/吨，最低价 1780 元/吨，收盘 1808 元/吨，较上周五收盘价下跌 254 元/吨，跌幅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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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供应略增，截至 28日，全国浮法玻璃生产线共计 307 条，在产 265 条，日熔量共

计 175425 吨，环比上周增加 700 吨。周内复产 1 条，暂无冷修及改产线。 

    本周库存继续增加，下游改善不足，玻璃产销整体仍然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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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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8日，玻璃基差为 667.01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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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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地区玻璃需求支撑乏力，价格普遍有所松动。 

 

三.  玻璃上游情况分析 

3.1 纯碱方面 

截至 27 日，国内轻质纯碱中间价为 3693 元/吨，国内重质纯碱中间价为 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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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碱产量仍受限，

库存依旧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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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日，本周纯碱开工率 76.53%，较上周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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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日，纯碱全国库存为 35.85 万吨，较上周小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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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天然气作为燃料的玻璃

生产线占比最大，天然气目前价格持续高企。虽然煤炭最近大幅回落，带动部分成本下行，

但总体来看，整体燃料成本下行幅度不大，叠加玻璃现货价格持续下行，玻璃利润空间还在

持续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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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 928064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7.9%。其中，住

宅施工面积 656884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8.2%。房屋新开工面积 152943 万平方米，同比下

降 4.5%。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 113374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3.3%。房屋竣工面积 51012 万

平方米，同比增长 23.4%。其中，住宅竣工面积 36816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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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9 月房地产市场相关数据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4.2 汽车方面 

9 月，汽车产量为 218.6 万辆，同比下降 1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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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8 中性偏空 1600 2000 中性偏空 

 

玻璃产能方面本周略增。下游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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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纯碱等主力合约走势反转，大幅下跌，使玻璃

成本端支撑有所减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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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持续上升。 

总体来看，玻璃基本面偏弱，主力合约短期偏弱，破位快速下行后，有待盘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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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1 中性偏空 2600 3100 中性偏多 

 

本周纯碱现货继续涨价。纯碱企业近几月的集中检修，减产超预期，复产缓慢，叠加之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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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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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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左右总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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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向在如此情况下，可以适当看多。但目前受监

管施压，动力煤走势反转，大幅下跌，使包括纯碱在内的一众商品期货回调，纯碱作为之前

涨幅较大的煤化工品种，目前下跌迅速，这也可能会导致期货公司交割库中的库存加速流出，

或会在短期改变纯碱市场的供需关系。结合目前玻璃及纯碱企业库存上升，纯碱成本端下跌

明显，叠加纯碱期价走弱，大胆判断纯碱现货本周虽然依旧上涨，但或已接近短期顶部。 

总的来说，纯碱成本端支撑减弱，目前恐慌情绪有所缓解，预计将在支撑上方盘整后决

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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