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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周国内浮法玻璃均价为 2064.93 元/吨，较上一周

（2107.66 元/吨）价格下降 42.73 元/吨，降幅 

2.03%。 

◆ 本周玻璃期货主力合约 2205 开盘价格 1858 元/吨，最

高价 2016 元/吨，最低 1856 元/吨，收盘 1942 元/

吨，较上周五收盘价格上涨 88 元/吨，涨幅 4.75%。 

◆ 截至本周四，全国浮法玻璃生产线共计 304 条，在产 

264 条，日熔量共计 175225 吨，环比上周增加 400 吨/

日。周内产线点火 1 条，冷修 1 条，改产 1 条。 

◆ 本周国内轻碱新单主流出厂价格在 1950-2350 元/吨，厂

家轻碱主流送到终端价格 2050-2500 元/吨，本周国内轻

碱出厂均价在 2239 元/吨，较上周均价下降 3.3%；本周

国内重碱主流送到终端价格在 2300-2500 元/吨。 

◆ 刚需有限，成交将以备货为主，目前备货情绪尚可，浮法

厂调整价格意向偏弱，预期价格走稳为主。 

◆ 本周国内纯碱市场行情好转，短期偏暖震荡运行，上方关

注 2650-2700 压力，下方关注 2150-2200 支撑，操作

上可背靠支撑位轻仓试多，并严格设置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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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情回顾 

本周国内浮法玻璃市场偏弱运行，部分区域厂家价格下调，贸易商备货情况尚可，浮法厂稳价

意向较强。周内华东、华南、华中部分厂价格松动，华南区域部分降幅较明显，华北、华中区域贸

易商备货情况尚可，浮法厂库存有所缩减，市场整体节前稳价意向较浓。后期市场看，市场刚需有

限，中下游备货成交为主，多数区域厂家无明显下调意向，个别厂存提涨计划，市场预期主流或走

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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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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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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内玻璃期货价格上涨明显。本周玻璃期货主力合约 2205 开盘价格 1858 元/吨，最高价 

2016 元/吨，最低 1856 元/吨，收盘 1942 元/吨，较上周五收盘价格上涨 88 元/吨，涨幅 

4.75%。 

 

图 3：郑州玻璃期货主力合约收盘价格走势图 

 

数据来源：卓创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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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活跃合约的收盘价与净持仓量 

 

数据来源：卓创 大陆期货研究所 

 

二. 基本面 

2.1 玻璃生产 

本周产能暂无变化，个别产线后期存冷修计划。截至本周四，全国浮法玻璃生产线共计 304 条，

在产 264 条，日熔量共计 175225 吨，环比上周增加 400 吨/日。周内产线点火 1 条，冷 修 1 

条，改产 1 条。 

    本周重点监测省份生产企业库存总量为 3830 万重量箱，较上周增加 64 万重量箱，涨幅 

1.70%。本周国内浮法玻璃样本企业库存小幅增长，多数原片厂走货尚可，华北、华中、华东部分

地区库存小幅缩减，多刚需提货为主。分区域来看，华北周内区域出货存差异，京津唐区域受公共

卫生事件影响，物流受阻，部分产销率偏低，沙河区域贸易商备货尚可，厂家去库较明显，厂家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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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约 784 万重量箱，个别大厂库存仍高，多数厂库存较低，贸易商库存增加，暂处于偏低位；华东

周内出货情况不一，多数成交较灵活，部分厂小幅降库，中下游节前一定量备货，厂家对后市信心

仍存；华中近期下游适量补货，厂家出货情况尚可，多数库存暂无压力。局部交投稍有转弱，市场

活跃度一般；华南市场周内多数厂走货有所放缓，广东交投较前期稍有转淡，厂家库存均有不同程

度上涨，福建、广西市场多数产销 7-8 成不等，个别产销可达平衡；西南区域周内出货进一步放缓，

厂家库存多处于正常或偏低位，局部个别厂库存较高；西北主要市场运输持续受限，厂家累库速度

加快；东北周内出货受物流影响，部分厂产销降至 5 成左右，库存逐步增加。   

     

图 5：玻璃税前毛利，均价及重点八省周度企业库存 

 

数据来源：卓创 大陆期货研究所 

 

2.2 玻璃基差 

根据武汉长利 6mm 白玻日度出厂价计算，截至 6 日，玻璃基差为 18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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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玻璃基差 

 

数据来源：卓创 大陆期货研究所 

 

2.3 各地区情况 

周内华东、华南、华中部分厂价格松动，华南区域部分降幅较明显，华北、华中区域贸易商备

货情况尚可，浮法厂库存有所缩减，市场整体节前稳价意向较浓。 

 

三.  玻璃上游情况 

3.1 纯碱方面 

本周国内纯碱市场行情好转。本周国内轻碱新单主流出厂价格在 1950-2350 元/吨，厂家轻 

碱主流送到终端价格 2050-2500 元/吨，本周国内轻碱出厂均价在 2239 元/吨，较上周均价下降 

3.3%；本周国内重碱主流送到终端价格在 2300-250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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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方面，本周纯碱厂库减少 1.48 万吨至 182.03 万吨，其中重碱库存增加 4.20 万吨至

103.77 万吨，轻碱库存减少 5.68 万吨至 78.26 万吨。纯碱厂库初现拐点，对价格具有较强的支

撑。仓单方面，周四纯碱仓单减少 141 张至 1435 张，仓单数量小幅减少，对期货盘面影响偏利

多。 

图 7：市场价（中间价）：轻质纯碱：全国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8：市场价（中间价）：重质纯碱：全国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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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3 日，本周纯碱开工率 82.81%，较上周略有提升。 

 

图 9：全国纯碱开工率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至 6 日，纯碱全国库存为 182.03 万吨，较上周略有减少。 

 

图 10：纯碱库存：全国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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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燃料方面 

月内沙河产线存煤改气预期，成本存一定上涨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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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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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 1-11 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 959653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6.3%。其中，住

宅施工面积 679539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6.5%。房屋新开工面积 182819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9.1%。

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 135017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8.4%。房屋竣工面积 68753万平方米，同比增

长 16.2%。其中，住宅竣工面积 49582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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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房地产政策和房企债务危机的负面影响，目前房地产行业略显萧条，相关数据指标持续下降。

目前国家政策开始放松，今年数据有望见底回升。 

图 12：2021 年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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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中国汽车产量完成 290.7 万辆，1-12 月累计完成产量 2608.2 万辆，全年累计同

比增长 3.4%；12 月销量完成 278.6 万辆，1-12 月累计完成销量 2627.5 万辆，全年累计同比增长

3.8%。2021 年汽车产销同比呈现增长，结束了 2018 年以来连续三年的下降局面。从需求上对玻璃

价格有一定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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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汽车产量及同比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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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G2205 2068 中性偏多 1952 2200 中性偏空 

 

本周玻璃期货连续几个交易日上涨，创下近一个月来新高，天然气和纯碱期货价格近期走高，

带动玻璃主力合约期货走势；另外近期国内部分玻璃生产加工企业也有公告，受原材料及燃料等大

宗商品价格上涨影响，工厂生产成本上升，从而使玻璃价格在不同程度上上扬，当这些因素对期货

市场产生影响后，玻璃主力日线级别的主力也迎来了 7 连阳。 

本周国内浮法玻璃市场偏弱整理，部分区域价格走低。后期市场看，刚需有限，浮法玻璃已进

入传统淡季，成交将以备货为主，目前备货情绪尚可，浮法厂调整价格意向偏弱，预期价格走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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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预计下周均价 2055 元/吨左右。后续若地产资金边际改善，浮法玻璃需求端仍有望出现短期反

弹，今年上半年有望迎来竣工小高峰。 

 供应方面：供应维持高位，月内湖北个别产线计划冷修，湖北及辽宁个别产线计划点火。浮法 

厂库存区域及厂家库存差异较大，贸易商备货尚可，浮法厂心态相对平和。  

需求方面：后期刚需将逐步有限，市场成交以备货为主。对于终端需求方来说，房地产市场预

期由冷转暖，2022 年玻璃竣工需求释放推升玻璃价格预期升温，淡季买入套保宜逢低布局。受当前

户外施工条件限制，实际需求季节性回落。 

成本方面：纯碱成交重心持续下移，但部分燃料产品涨跌互现，原片价格有所下降，浮法玻璃

利润持续缩减。目前行业盈利维持在正常水平，成本端基本稳定。月内沙河产线存煤改气预期，成 

本存一定上涨预期。 

综上，2022 年玻璃需求释放推动玻璃价格上涨预期升温，淡季套保买进宜逢低及时布局。生产

企业库存量连续三周回升，淡季累库预期仍在，原有头寸可顺势持有，新入场头寸谨防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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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2205 2593 中性偏多 2560 2600 中性偏空 

 

随着中建材河南重碱招标价确定为 2230-2280 元/吨，拉开玻璃厂补库重碱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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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纯碱产量环比增 2.3万吨，其中重碱产量环比增 1 万吨，轻碱环比增 1.5 万吨，主要是红四

方和天津碱厂复产。1 月中下旬可能还是减产多些，重庆和友 40 万吨产能检修 10 天至 19 号，山东

海化 300 万吨产能开工率已经降到 70%，后面可能继续下降，另外 21 年 10 月停产的河南获嘉 40

万吨产能，近期可能复产。可能本周的 55.14 万吨产量是 1 月份高点。由于轻碱价格持续走弱，并

且已经接近碱厂成本线附近，纯碱产量中重碱比例达到 53.37%，半年以来的高点。 

本周国内纯碱市场价格下行，轻质纯碱企业报盘跌幅在 30-200 元/吨不等，重质纯碱个别企业

报 盘价格下调 150-200 元/吨。本周纯碱库存增速显著放缓，环比增 1.7 万吨至 183.51 万吨，玻

璃厂纯碱库存天数仍然维持低位。随着中建材招标尘埃落定，其他玻璃厂将逐渐开始补库。一般 2

月份是传统淡季，需求偏弱，一般仍然是累库，真正去库可能发生在 2 月到 3 月份。 

综上情况，虽国内纯碱库存仍处于高位，但本周下游用户备货积极性稍有增强，受下游玻璃厂

家节前补库，期现商囤货等利好支撑下，纯碱厂家库存或将大幅下滑；但整体行业库存延续高位，

出货压力犹存，整体来看预计下周纯碱市场价格稳中整理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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