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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原辅材料和能源成本是浮法玻璃成本的主要构成，两者合计占比

达到 75%左右，是影响玻璃成本变动的决定性因素。通过我们估算数据

显示自 2019 年 11月起玻璃利润率超 40%，当前利润率超 60%，为近 5

年来高点。

影响玻璃价格的重要因素：供应端产能变化。根据平板玻璃在产

产能的变动，我们将 2009 年以后至今的在产产能变动分为 3个周期。

从平板玻璃 2009 年到现在的 3轮产能周期中可以直观的看出，平板玻

璃总的产能扩张速度正在逐步放缓，表现为产能周期的逐渐扁平化。

影响玻璃价格的重要因素：需求端房地产对玻璃消费占主导因

素。房地产销售面积的增速同浮法玻璃的销量增速表现出了较强的正相

关性，领先时间大致为 12 个月。平板玻璃的销售增速大致领先竣工面

积增速 9个月左右，基本与采购节奏相符。

后市展望：总的来说，玻璃价格或维持强势，近期降雨较多对短

期需求造成的扰动或逐渐消散，市场情绪整体较好，传统“金九银十”

的销售旺季即将来临，预计此部分需求的增长仍将对价格形成良好的支

撑。

玻璃利润方面，通过我们估算数据显示自 2019年 11月起玻璃

利润率超 40%，当前利润率超 60%，为近 5年来高点。在影响价格

的主要因素方面，供应端的产能变化，与需求端房地产市场的景气程

度对玻璃价格占主导因素。展望后市，传统“金九银十”的销售旺季

即将来临，预计此部分需求的增长仍将对价格形成良好的支撑。

报告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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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利润率估算

原辅材料和能源成本是浮法玻璃成本的主要构成，两者合计占比达到 75%左右，是影

响玻璃成本变动的决定性因素。原材料成本中，纯碱成本占到了 55%的比重，硅砂占

20%-25%，其余材料占比 20%不到。相较于其他原材料而言，纯碱的成本占比最高，价

格波动也较大，因此对玻璃原材料成本的影响最为显著。每吨玻璃大约消耗 200kg左右的

纯碱，玻璃生产对纯碱的单耗基本是固定的。

除原料成本外，玻璃成本中另一较为重要的构成来自于燃料成本。平板玻璃普遍使用

的燃料包括重油、天然气、煤焦油、焦炉煤气、煤、石油焦（重硫）等。在这些原料中，

天然气成本最高，但也最为清洁，是行业发展的目标趋势；石油焦性价比较高，应用范围

最广，但由于硫含量较高，在目前环保趋严的大背景下，需要安装脱硫脱尘设备，前期固

定资产投入较高。生产 1吨玻璃大致需要 180万大卡热量，而每吨石油焦热值为 8500大

卡，所以理论上每吨玻璃消耗石油焦 210kg左右。

以全国重碱市场中间价月均价格作为主要原料成本价，全国各厂各类石油焦月均价格

作为主要燃料成本价。以原料加燃料成本占总成本 77%估算玻璃成本价，再以全国主要城

市浮法玻璃月均价格作为现货价估算利润。2015 年 5月至 2020年 6月玻璃利润如下图所

示，估算数据显示自 2019年 11月起玻璃利润率超 40%，当前利润率超 60%，为近 5年

来高点。

图 1 平板玻璃成本构成 图 2 玻璃成本与利润估算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2.影响玻璃价格的重要因素

2.1.玻璃供给端

从浮法玻璃产能的绝对量上看，2000年以来我国浮法玻璃产能始终处于扩张周期内，

总产能和在产产能分别从 2002年初的 1.98亿重箱、1.97亿重箱增加至了目前的 13.76亿

重箱和 8.98亿重箱，年复合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111.94%和 109.44%。

值得注意的是，2009 年 4月开始，总产能和在产产能之间的剪刀差开始扩大，而从

总产能和在产产能的增速来看，2009 年 4月以后，在产产能的增速的波动也比总产能的

变动要频繁许多。这显示出玻璃行业在经过成长期迅速的产能扩张后，行业的销售利润率

开始下降，周期性开始显现，企业开始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动来调整在产产能。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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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产能经过前期的扩张后，企业可控产能增多，也为企业根据价格和需求调整供给提供了

必要基础。

图 3 在产产能和总产能剪刀差扩大 图 4 在产产能波动更为频繁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根据平板玻璃在产产能的变动，我们将 2009年以后至今的在产产能变动分为 3个周

期：1、2009年 4月-2012年 6月；2、2012年 7月-2015年 6月；3、2015年 7月至今。

前两轮的产能周期时间基本都是 3年左右。其中第 1轮产能增速扩大 17个月，放缓 21个

月；第 2轮产能增速扩大 14个月，放缓 22个月。第 3轮产能扩张 22个月。

首先，从平板玻璃 2009 年到现在的 3轮产能周期中可以直观的看出，平板玻璃总的

产能扩张速度正在逐步放缓，表现为产能周期的逐渐扁平化。另一方面，总产能经过前期

的扩张后，企业可控的产能增多，且 09年投产高峰时期的生产线逐步达到冷修条件，使

得企业可以更灵活的根据需求和价格的强弱来调整在产产能。导致周期内部的产能弹性被

放大。

另外，建筑用玻璃作为玻璃下游消费中占绝对控制地位的分支，平板玻璃的产能周期

与地产周期高度重合。但由于平板玻璃窑炉冷修的成本较高，有连续生产的特性，所以平

板玻璃产能增速的波动要明显小于房地产新开工面积增速的波动。

图 5 企业根据市场价格调整在产产能 图 6 平板玻璃产能增速与新开工面积增速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2.2.玻璃需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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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板玻璃下游的消费结构中，房地产、汽车制造是主要应用领域，占比分别为 75%
和 15%。太阳能玻璃和出口合计占到 15%左右，可以说房地产对玻璃的消费起绝对的主导

的作用。

建筑装饰玻璃主要包括玻璃门窗、玻璃幕墙、室内装潢玻璃等。作为幕墙使用的玻璃

往往是在主体结构施工即将结束的时候进场，而装饰装修用的玻璃则应等到主体结构施工

结束后进场。所以从季节性上看，同其他黑色系品种类似，也有金九银十的淡旺季之分，

上下半年的销售比例大致为 4:6。

从微观角度而言，玻璃门窗的采购一般至少在在项目竣工半年前开始采购，2015年 4
季度前，平板玻璃的销售增速大致领先竣工面积增速 9个月左右，基本与采购节奏相符。

16以来这一规律被打破，转而变成竣工面积增速基本与浮法玻璃销售增速同时变动。但总

的来说两者仍是高度正相关。

房地产销售面积的增速与竣工面积增速类似，也同浮法玻璃的销量增速表现出了较强

的正相关性，领先时间大致为 12个月。商品房销售是房地产的周期起点，商品房销售加

速开发商回款，促进下一轮土地成交、开发、施工，也是玻璃需求提升的起点。12个月的

时滞体现了商品房从销售-开工-施工-竣工之间的耗时。但这一耗时并不是固定的，若开发

商受到可用资金偏紧的制约，也可能拉长竣工的时间从而延缓玻璃的采购周期。

图 7 竣工面积增速与浮法玻璃销量增速 图 8 销售面积增速与浮法玻璃销量增速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3.后市展望

产能方面，目前平板玻璃约处于第 3轮产能周期的末期。在疫情散去，各玻璃厂商逐

渐复工后，可以看到目前浮法白玻在产日熔量虽整体仍处在下降的趋势中，但探底节奏逐

步稳定。在浮法玻璃生产线开工数量方面，从年内低点反弹趋势明显，如前文所述在较好

的利润驱动下，玻璃生产线的开工数量有望继续恢复，但由于新增产能受限，供应或保持

偏紧。

需求方面，地产检测指标显示下游市场明显转暖，6月商品房销售累计同比增-8.4%，

较上一月收窄 3.9个百分点；6月房屋新开工面积累计同比增-7.6%，较上一月收窄 5.2个

百分点；6月房屋施工面积累计同比增 2.6%，较上一月增 0.3个百分点；6月房屋竣工面

积累计增-10.5%，较上月收窄 0.8个百分点。近期降雨较多对短期需求造成的扰动或逐渐

消散，市场情绪整体较好，传统“金九银十”的销售旺季即将来临，预计此部分需求的增

长仍将对价格形成良好的支撑。但同时也要注意，虽然当前玻璃处于去库过程，但离低位

水平仍有相当的距离，警惕下游需求不及预期，高库存背景对玻璃价格的利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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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浮法白玻在产日熔量 图 10 浮法玻璃生产线开工数量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图 11 地产主要检测指标 图 12 平板玻璃库存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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