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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周玻璃期货主力合约 2305 开盘价格 1520 元/吨，最

高价 1561 元/吨，最低 1514 元/吨，收盘 1524 元/

吨，较上周五收盘价格下跌 2 元/吨，跌幅 0.52 %。 

 截至 20230223，全国浮法玻璃市场价为 1673 元/吨，较

2 月 16 日市场价格下跌 0.24%；本周均价 1674 元/吨，

环比-0.30%，同比下降 29.70%。浮法玻璃行业开工率为

78.15%，环比+0.33 个百分点；产能利用率为 78.32%，

环比-0.4 个百分点；全国浮法玻璃日产量为 15.65 万吨，

环比-0.51%，周产量 109.89 万吨，环比-0.83%，同比-

8.59%。本周 1 条产线热修，一条产线点火复产，整体供

应量小幅下滑。下周两条产线计划点火，热修产线面临恢

复，且前期点火产线或产出玻璃，供应面临增量。 

 截止到 20230223，全国浮法玻璃样本企业总库存 8149.1

万重箱，环比+1.13%，同比+70.40%。折库存天数 36.7

天，较上期+0.5 天。 

 本周，国内纯碱华东、华中、华北等主流市场价格保持稳

定，西北区域区间高价适度商谈，华南、西南货源紧张，

价格维持高位。周内纯碱产量 60.61 万吨，环比-0.22 万

吨，降幅 0.37%，开工率 90.71%，环比-0.33 个百分点，

周内华东、西北部分生产负荷小幅下滑，华中区域开工提

升；纯碱企业厂家总库存 29.25 万吨，环比-0.1 万吨，降

幅 0.34%，趋势看，轻质小幅去库，重质略有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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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情回顾 

本周玻璃期货主力合约 2305 开盘价格 1520 元/吨，最高价 1561 元/吨，最低 1514 元/

吨，收盘 1524 元/吨，较上周五收盘价格下跌 2 元/吨，跌幅 0.52 %。 

图 1：郑州玻璃期货主力合约收盘价格走势图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二. 基本面 

2.1 玻璃供应情况分析 

截至 20230223，全国浮法玻璃市场价为 1673 元/吨，较 2 月 16 日市场价格下跌 0.24%；本

周均价 1674 元/吨，环比-0.30%，同比下降 29.70%。截至 2023 年 2 月 23 日，浮法玻璃行业开工

率为 78.15%，环比+0.33 个百分点。浮法玻璃行业产能利用率为 78.32%，环比-0.4 个百分点。全

国浮法玻璃日产量为 15.65 万吨，环比-0.51%，全国浮法玻璃产量 109.89 万吨，环比-0.83%，同

比-8.59%。本周 1 条产线热修，一条产线点火复产，整体供应量小幅下滑。下周两条产线计划点火，

热修产线面临恢复，且前期点火产线或产出玻璃，供应面临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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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华北市场价格呈现下滑趋势，周初部分企业优惠出货，但收效甚微，整体成交较为清淡，

经销商低价销售为主。临近周末，个别工厂价格下调，下游谨慎观望。京津唐地区相对稳定，成交

不温不火。华东平均产销 80%，库存周环比+2.14%，江浙销量稳定，安徽山东于周下旬有所好转。

价格持稳，厂家时有优惠促销。华中市场本周价格弱稳整理，湖北地区原片厂家价格持稳，当地贸

易商出库为主，原片厂家日产销多在 6-8 成附近，其余地区小部分价格松动，产销有所好转。华南

区域本周除个别企业价格略有上调外，多数仍维稳操作，企业产销各异，部分因价格优势及下游刚

需补货下，企业产销可至平衡及以上，但因终端订单不饱，部分企业产销不佳。东北表现平平，内

销无起色，以外销河北带销量，库存周环比+4.4%。西南市场偏稳运行，市场交投良好。部分企业

优惠出货，刺激产销向好，叠加房地产相继复工，带动市场情绪。西北市场无明显波动，下游加工

企业基本陆续恢复，部分企业走货相对良好，但仍有企业发货平平，整体库存水平变化不大。 

下周供应预测：下周华北两条产线存点火预期，叠加上周热修产线面临恢复，另前期点火产线

或产出玻璃，因此后续供应量或将增加。 

价格预测：预计下周浮法玻璃市场延续弱稳走势。伴随前期原料库存的消耗，下游存有一定补

库需求，另外原片企业供应面临增加，库存压力加大，不排除企业存促销预期。预计浮法玻璃市场

价格仍有下滑风险。需关注下游市场实际需求及产线波动情况。（数据来源：隆众） 

图 2：浮法玻璃开工率 图 3：浮法玻璃日产量 

 
 

数据来源：隆众  大陆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隆众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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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浮法玻璃日熔量 图 5：国内浮法玻璃市场价格周度涨跌表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隆众  大陆期货研究所 

 

2.3 玻璃需求情况分析 

截至 2023 年 2 月中旬，深加工企业订单天数 11.4 天，较上期增加 0.7 天，环比涨幅 6.54%；

中国 LOW-E 玻璃样本企业开工率为 53.08%，较上期增加 0.65 个百分点。需求预测：下周来看，临

近月初，下游企业前期原料库存逐步消化，市场存一定补货预期，叠加原片企业有一定促销刺激，

需求端或有一定好转。但实际需求仍需密切跟进。（数据来源：隆众） 

图 6： 全国 low-e 玻璃开工率 

 

数据来源：隆众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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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玻璃库存分析 

截止到 20230223，全国浮法玻璃样本企业总库存 8149.1 万重箱，环比+1.13%，同比

+70.40%。折库存天数 36.7 天，较上期+0.5 天。本周浮法玻璃日度平均产销率依旧偏低，但整体

水平略高于上周，因此周内浮法玻璃继续累库，仅增速有所放缓。临近月末，浮法玻璃或存在一波

刚需支撑，因此预期下周玻璃继续累库预期放缓。（数据来源：隆众） 

图 7： 玻璃生产企业库存变化 

 

数据来源：隆众 大陆期货研究所 

 

2.4 玻璃利润分析 

本周以天然气为燃料的浮法玻璃周均利润-174 元/吨，环比+1.14%；以煤制气为燃料的浮法玻

璃周均利润-104 元/吨，环比持平；以石油焦为燃料的浮法玻璃周均利润 62 元/吨，环比-13.89%。

（数据来源：隆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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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玻璃生产利润（元/吨） 

 

数据来源：隆众 大陆期货研究所 

 

三.  玻璃上游情况 

3.1 纯碱方面 

本周，国内纯碱华东、华中、华北等主流市场价格保持稳定，西北区域区间高价适度商谈，华

南、西南货源紧张，价格维持高位。周内纯碱产量 60.61 万吨，环比-0.22 万吨，降幅 0.37%，开工

率 90.71%，环比-0.33 个百分点，周内华东、西北部分生产负荷小幅下滑，华中区域开工提升；纯

碱企业厂家总库存 29.25 万吨，环比-0.1 万吨，降幅 0.34%，趋势看，轻质小幅去库，重质略有增

长；碱厂待发订单下降；据了解，社会库存小幅度增加。供应端，下周纯碱暂无明显减停产计划，

部分临时降负设备生产可能恢复，预期下周纯碱产量维持 61-62 万吨附近。下周，浮法玻璃及光伏

玻璃总计 3 条产线点火计划，叠加月末市场存在一波刚性签单需求，因此重碱需求依旧良好。综上，

纯碱主流市场现货价格将维持稳定，关注下期待发订单延展情况。（数据来源：隆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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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纯碱主流市场价格（元/吨） 图 10：国内碱厂纯碱库存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四.  下游需求分析 

玻璃需求主要是用在房地产和汽车，房地产的玻璃细分需求，可以认为有新屋配套玻璃需求，

存量房翻新用玻璃，已经竣工端装修、家具家电用玻璃；汽车玻璃有前挡玻璃，后挡玻璃，车窗玻

璃，工艺是汽车用主要通过中间 PVB 胶片将两个玻璃牢固粘结而成，拥有耐光耐热、耐寒、耐潮湿、

机械强度高、透明度强等优势性能。脆性玻璃与弹性 PVB 胶片融合，可以提升汽车挡风玻璃抗冲击

性以及安全性；房地产用玻璃有钢化玻璃，LOW-E 玻璃，双层玻璃，三层隔热隔音玻璃，发电 BIPV

玻璃等。 

图 11：中国浮法玻璃需求结构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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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房地产方面 

三四月下游深加工企业将迳步恢复至正常水平，刚需预期或将有所好转。上半年地产表现将优

于去年，但复苏情况还有待后续市场验证。当前，重点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情绪均有一定回升，

若政策端进一步发力全国市场企稳可期，特别是核心一、二线城市,市场活跃度有望延续回升态势。

截止一月，二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由上月下降 0.3%转为上涨 0.1%，在连续下跌 5 个月之后首次转

涨，二手房价格环比下降 0.3%，降幅比上月收窄 0.1 个百分点;三线城市新房和二手房价格均环比下

跌，其中新房价格环比下降 0.1%，降幅比上月收窄 0.2 个百分点;二手房价格环比下降 0.4%，降幅

与上月相同。（数据来源：wind） 

图 12：房地产开工-竣工面积累计同比 图 13：一线城市新房成交面积（万㎡）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Mysteel  大陆期货研究所 

 

4.2 汽车方面 

近日，乘联会发布了最新 2 月狭义乘用车市场销量预估数据。初步推算，2 月狭义乘用车市场零

售在 135.0 万辆左右，环比增长 4.3%，同比增长 7.2%。其中新能源逐渐回温，零售 40.0 万辆左右，

环比增长 20.3%，同比增长 46.6%，渗透率约 29.6%。 

乘联会指出，受春节时间提前影响，2023 年初车市整体销售节奏明显提前。2 月节后复工，居

民工作与生活都逐渐回归常态。上旬车市处于节后温和恢复阶段，中下旬各地车市逐渐步入常态。

各地方补贴的发放及新能源价格调整逐步落地也助推市场在节后恢复正常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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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节提前的影响下，受去年春节低基数影响，主要厂商零售第一、二周的日均同比分别为

39%、52%。第三周车市稳定恢复，日均零售同比去年同期-14%。考虑到节后恢复效应及月底厂商

冲量，预计第四周市场将有所回升，与去年同期持平，综合估算 2 月零售将达到 135.0 万辆。 

作为疫情后的首个春节，2023 年春节假期居民消费热情高涨。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增值税

发票数据显示，春节期间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较 2022 年同期增长 12.2%，其中线下服务消费

同比增长 13.5%，接触型消费明显改善，消费者信心回升。根据中疾控发布的数据来看，全国在短

期内已建立免疫屏障，经过此轮春运的考验，后疫情车市正处于平稳过渡期。随着疫情影响的进一

步淡化，消费者信心持续稳定恢复，终端展厅客流热度节后持续升温，预计将在 3 月平稳步入正轨。

各地政府积极出台汽车消费补贴政策，天津、广州、深圳、海南等限购城市的指标放松有所延续；

福建、广东、上海、山东等地也陆续出台全省范围内购车补贴政策，对一季度车市构成稳定有力的

支撑。地方促消费政策温和延续，河南等地延续 2022 年原有补贴政策，陕西、天津、沈阳等地也纷

纷展开新一轮春节促销补贴活动，助力一季度汽车消费。随着新能源车企调价政策的落实，新能源

车市将逐渐回温。（数据来源：乘联会） 

图 14：国内汽车月度产量（辆） 图 15：国内汽车月度销量（辆）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 乘联会  大陆期货研究所 

 

五  趋势研判 

5.1 玻璃展望 

玻璃趋势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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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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G2305 1518  偏弱运行 1500 1550 中性偏多 

受多重因素影响，2022 年玻璃需求偏淡，生产企业库存持续高位运行，年末结转库存连续两年

增长，增幅分别为 156%、53.8%，2022 年年末达到 8481.2 万重量箱，库存天数在 1 个月左右。

一般来说，农历正月是玻璃企业的累库周期。由于玻璃的生产特性是在窑炉 8—10 年或更长的服役

期内不间断地连续投料出产品，供给相对刚性。春节期间及春节后一段时间，下游深加工企业订单

回升缓慢，对玻璃原片需求阶段性偏弱。2 月末玻璃生产企业库存可能达到 11500 万重量箱，月末

结转库存创近 3 年以来新高。 

除供需的季节性因素外，今年终端深加工企业相对特殊的经营状况也是玻璃企业库存持续累积

的因素之一。今年春节前华中华南主流加工企业回款为 30%—50%，差于往年同期（70%—80%）。

从库存结构看，厂家库存偏高，贸易环节库存低，下游深加工企业库存低，但缺乏订单和资金。2 月

中旬深加工企业才陆续复工，开工率不足。且深加工企业在手订单仅 10—15 天，短期开工率难以提

升。叠加今年春节较早，下游需求启动偏慢，玻璃生产企业库存高位累积态势将延续。目前和房地

产关联度稍低的小板需求基本平稳，2 月中旬在沙河能看到贸易商集中补库，且有一定持续性。但总

体上，玻璃生产企业库存去化离不开房地产企业的进一步改善。 

玻璃生产线燃料有高卡煤、石油焦、天然气等，原料成本波动主要由纯碱贡献。当前价格水平

下，燃煤产线成本约 1700 元/吨，石油焦产线成本 1500—1600 元/吨，天然气（新建线 8 立方米每

重量箱，老线 10 立方米每重量箱）产线成本 1700—1800 元/吨。当前玻璃生产企业出厂价跌破

1600 元/吨，贸易商报价下探至 1500 元/吨，在原燃料成本整体抬升的趋势下，玻璃企业亏损程度

加剧。 

同时，玻璃品种价差及生产利润呈现出新的特点。普通白玻价格降幅明显，超白玻价格波动较

小，二者价差从正常年份的 400—500 元/吨扩大至当前的 800—1000 元/吨。从品种盈利状况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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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最大的普通白玻产线处于亏损状态，色玻产线处于盈亏平衡附近，市场容量较小的超白玻产线

有盈利。 

部分行业专家认为，今年在保交楼需求的推动下，玻璃需求强度值得期待。从大方向看，需求

占比约 80%的房地产行业对玻璃需求减量是趋势性的。回顾行业发展，从中长期看，玻璃行业将经

历一个产能出清和兼并重组的过程。 

原片获利空间有限，“脱困”关键在于单位用玻量上升及质量品质提升。随着节能环保要求的

提高，节能玻璃需求逐渐增加，Low-e 占比逐步提升。美观隔音和节能要求推动建筑窗地比提升，

推动建筑用玻从单层到中空再到三玻两腔玻璃。技术进步后深加工可对 2—20mm 厚度玻璃进行钢

化处理，电子秤、电磁炉、冰箱、洗衣机等面板玻璃需求跃升，替代木料、塑料、钢材等材料展现

出可观的需求前景。高质量差异化发展是玻璃企业领跑“后房地产时代”的关键。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玻璃企业主动求变应

变，新产业、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现，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局面逐步形成。如正大玻璃在窑炉到期

后并未延续简单冷修路径，而是把一条产线推平重建，从建筑玻璃转向电子玻璃和汽车玻璃，设计

产能 850 吨，今年 6 月份将满足点火条件；金晶科技秉持“坚定做到思想上的艰苦奋斗”理念，不

断丰富产品结构，目前企业 60%以上产品是超白玻和色玻，摆脱了普通玻璃的竞争“红海”。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实施指南（2022 年版）》

《平板玻璃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实施指南》《玻璃工业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等引导限制性文

件密集出台。但部分玻璃企业仍期待通过“价格战”摆脱困境。事实上，当前普通玻璃生产企业面

临的困难是一张越挣扎缠绕得越紧的网，相对于打“价格战”，认识到自身生产条件和区位环境的

短板，敢于做产能减法显然更为理性。 

综上，从年度供需平衡的角度看，玻璃行业高库存低利润状况或延续。基于成本支撑和需求恢

复，玻璃价格有可能阶段性偏强波动，但在玻璃深加工企业资金和订单状况改善前，玻璃行业难以

整体性获利，高成本生产线窑炉到期后自然出清的体量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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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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2305 2910 偏强运行 2900 2950 中性偏多 

 

纯碱价格：2 月现货价格维持在高位，月初市场报价在 1 月回落的基础上普遍又有所上调，盘面

对标重碱送到价在 3080 元/吨，月环+30 元/吨。期货盘面主力合约 2 月中上旬维持震荡趋势，下旬

在房地产利好信息驱动下上涨，3000 点处承压冲高未果后回落。 

供给端:新产能投放盘点来看，2023 年新増产能大头将在下半年释放，远兴能源上半年末或能开

启投产。高利润驱动下，预期纯碱供给端在中短期仍将维持高开工、低库夺的低弹性态势，目前碱

厂订单接至 3 月中下旬。下周纯碱暂无明显减停产计划，部分临时降负设备生产可能恢复，预期下

周纯碱产量维持 61-62 万吨附近。 

需求预测：节后纯碱下游需求逐步恢复。轻碱端下游逐渐恢复，碱厂每周岀货量相对稳定，同

比去年有所好转，但不比前年。重碱端下游需求来看，浮法玻璃仍维持在高库存低利润态势，下游

终端需求仍在观望；光伏玻璃随下游组件厂排单增加产下有所好转，但目前仍维持低价低利润，产

能过剩的行业背景下，新产能投放步伐放缓。下周，浮法玻璃及光伏玻璃总计 3 条产线点火计划，

叠加月末市场对于纯碱存在一波刚性签单需求，因此预期重碱需求依旧良好。 

库存端：2023 年 2 月纯碱产业链库存水平维持低位，上游碱厂纯碱库存平稳在较低水平，下游

浮法玻璃厂面对高价碱维持刚需补库，小幅压缩场内库存，1 月末厂内库存天数略降，但权益库存天

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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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目前我国纯碱出口相比海外基本没有价格优势，我国出口机制调节弹性相对大，预计

出口在 2023 年上半年会有较明显的回落。而我国纯碱进口机制缺乏弹性，国内纯碱下游厂商很难通

过增加进口来改善国内纯碱紧缺的环境，由此预期上半年纯碱进口总量或在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除

2022 年)。 

综合来看：纯碱主流市场现货价格将维持稳定，关注下期待发订单延展情况。目前我们估计纯

碱将会持续去库，纯碱紧平衡态势延续，可关注回调低点带来入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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