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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东海策略研究类模板
◎投资要点：

2021年纯碱行情一改颓势，玻璃行情大起大落。一二季度玻璃下

游需求驱动更强，二者价差仍是上行为主，三季度开始除了玻璃本身跌

跌不休，在下半年光伏玻璃装置密集投产以及纯碱多方利好驱动下，玻

璃纯碱二者走出反向行情，价差下行至极低值玻璃期价一度较纯碱期价

少逾 1000元/吨。

明年年底前纯碱供应端没有显著增量压力。安徽红四方 25万吨

产能，江苏德邦 60万吨产能将在明年上半年投产，江苏连云港碱业搬

迁将造成 130万吨的产能损失；内蒙古远兴能源 340万吨天然碱产能预

计将在明年年底陆续投产。

平板玻璃供应增量或仍稳，警惕超预期冷修。光伏玻璃方面 2022

年仍有大量产能计划投放，据统计超 3万 T/D。考虑到未来利润仍受到

挤压，浮法玻璃供应端超龄服役的老窑炉放水冷修的概率加大，据统计

潜在可冷修的产线产能约 1.9万 T/D。

玻璃中期需求回补值得关注，长期来看需求增量或边际减弱。下

半年因为终端融资环境紧张下导致旺季需求不及预期。随着地产融资环

境边际宽松，中期来看延后的需求仍有望回补。去年以及今年的新开工

数据整体延续着下降势头，从长期来看对玻璃需求的增速保持谨慎看好

的态度。

结论：长期来看玻璃期价或仍是略高于靠成本线运行，而纯碱期

价对玻璃升水或再次走扩

操作建议：玻璃-纯碱正套继续持有，中期注意止盈，单边建议中

期内玻璃、长期内纯碱合约逢低试多

风险因素：中期玻璃需求增量、长期纯碱需求增量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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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1年行情回顾

2021年纯碱行情一改颓势，至三季度初纯碱期货价格一步一个台阶，自年初低点上升

约 50%，主要由于下游新需求点光伏玻璃产能今年投产预期较好，以及传统下游浮法玻璃

供应处在高位、刚需充足，且全球新冠疫苗推进下需求改善，商品板块整体氛围偏暖，纯

碱受到资金青睐。同时纯碱期货上市一年后，碱厂灵活运用期货工具销售自身库存，年初

起碱厂天量库存逐步被消化，纯碱前景一片向好。随着三季度尾声能耗双控影响对化工品

种的推波助澜，纯碱期价快速上行，最高点一度相比年初低点涨 100%，而这也确立了纯

碱年内的高点所在，下游对高价重碱的负反馈愈发增强，随着需求逐步转弱，能耗双控对

供应端影响逐步消散以及国家出手限制高企的煤炭价格，纯碱期价在四季度应声回落。

期货市场方面，截至 11月 30日，纯碱主力合约收盘价年内累计涨幅 63.18%，主力

合约年内最低价出现在 1月 1489 元/吨，年内最高价出现在 10月 3648 元/吨，最大涨幅

145%。以全国重碱市场价作为现货价格基准，基差最低达-567元/吨，最高达 1237 元/吨。

四季度前纯碱预期向好，主力合约大部分时间升水现货，期货价格引领现货；但进入四季

度随着利空因素逐步增加，期价先于现货大幅下行，碱厂则由于低库存挺价，期货才呈现

大幅贴水状态。

图 1 纯碱年内走势 图 2 光伏设备指数与纯碱期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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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玻璃行情大起大落，上半年地产竣工面积同比增长强劲，玻璃需求旺盛，库存

延续去化至低位，尤其在二季度季节性对行情推力尚淡时需求表现仍强势，让后市对玻璃

下半年金九银十时的表现更为期待，期价一路涨至两倍于年初时低点。然而，随着上游商

品价格普涨以及房企信用风险事件发酵，地产资金偏紧需求出现负反馈下半年需求明显转

弱，供应高位下，玻璃厂库存也开始逐渐累积。同时一路上涨的玻璃价格也引发了高层的

关注，工信部召开平板玻璃价格座谈会强调平板玻璃价格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础，期价在

三季度见顶后快速回落一度下破年初时低点。

期货市场方面，截至 11月 30日，玻璃主力合约收盘价年内累计涨幅-1.19%，主力合

约最低价出现在 11月 1572元/吨，年内最高价出现在 7月 3163元/吨，最大涨幅 67.2%。

以华北市场玻璃价格为基准，玻璃主力合约基差在 7月时开始领先现货下跌，盘面一度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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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深度贴水状态，玻璃现货价坚挺下盘面展现一定支撑，后在玻璃库存回升至近年来高点

后期现货均继续下行，在盘面价击穿部分企业生产成本后，现货加速下跌期货底部回升基

差有所修复。玻璃与纯碱价差套利方面，一二季度玻璃下游需求驱动更强，二者价差仍是

上行为主，三季度开始除了玻璃本身跌跌不休，在下半年光伏玻璃装置密集投产以及纯碱

多方利好驱动下，玻璃纯碱二者走出反向行情，价差下行至极低值玻璃期价一度较纯碱期

价少逾 1000元/吨。

图 3 房地产指数与玻璃期价 图 4 玻璃-纯碱盘面价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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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22年行情展望

2.1.明年年底前纯碱供应端没有显著增量压力

政策方面，去年国家对纯碱行业准入条件予以废止，但由于传统纯碱产能仍属高污染

行业，碳中和背景下在环保方面的约束使得氨碱法产能亦难以进一步扩张，且伴随着部分

产能退出市场，此后大型新建产能或主要以天然碱法产能为主。

截至 10月，今年纯碱总产量较去年增加 2.2%，今年一季度纯碱仍维持高开工率，随

后二三季度检修企业增加，开工基本维持降势，尤其是今年纯碱企业夏季集中检修，7月

当月产量同比下降约 8%，而夏季集中检修结束后原本预期的供应快速恢复却应能耗双控

影响而滞后，10月当月产量同比下降约 5%，供应端阶段性的缩减为纯碱价格推波助澜。

纯碱库存方面，自去年年底以来碱厂库存呈下降趋势，去库趋势保持至今年三季度，

随着现货价格水涨船高，下游负反馈愈发明显，结合下游浮法玻璃价格在三季度的下行状

况，下游采购意愿明显减弱，等到供应端扰动基本消散后，碱厂库存在 11月快速增累库，

碱厂挺价动能减弱现货开始松动。当前库存水平接近去年同期水平，中短期内纯碱价格的

下行压力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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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纯碱月度产量 图 6 纯碱库存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隆众资讯，东海期货研究所

生产利润方面，上半年在现货价格一步一个脚印抬升，生产利润逐步从亏损提升至中

性水平，而在供应端发生扰动纯碱供不应求现货上升速度加快的情况下利润也是一飞冲天，

氨碱企业生产利润突破 1500元/吨，但并没有维持多久，随着供应端的恢复生产利润下行，

从盘面价格来看纯碱利润仍维处在近年来较好的水平，意味着中短期在纯碱高开工率、高

库存下当前盘面或仍然有下降的空间。

而从长期来看，安徽红四方 25万吨产能，江苏德邦 60万吨产能将在明年上半年投产，

江苏连云港碱业搬迁将造成 130万吨的产能损失；内蒙古远兴能源 340万吨天然碱产能预

计将在明年年底陆续投产。故明年下半年纯碱没有显著的供应增量压力，考虑到企业检修

以及可能出现其他环保因素对供应端造成干扰，纯碱产量仍有可能出现阶段性的下降。

图 7 纯碱周度开工率&产量 图 8 纯碱周度产量分类别

资料来源：隆众资讯，东海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隆众资讯，东海期货研究所

2.2.平板玻璃供应增量或仍稳，警惕超预期冷修

政策方面，今年年中工信部平板玻璃价格座谈会上强调要努力增加平板玻璃供给，稳

定市场价格，工信部印发修改后的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浮法玻璃仍被定义为

产能过剩产能置换条件严格，而光伏玻璃方面则采取差别化政策，新上光伏玻璃项目不再

要求产能置换，但需建立产能风险预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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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0月，平板玻璃总产量较去年增长 8.9%，整体维持较强增势，今年各时段产量

都较去年有显著的增长，浮法玻璃方面，在产生产线条数增加 10条至 264条，在产产能

上升约 4%至 5250万吨/年，开工率上升 1个百分点至 88.85%。光伏玻璃方面，点火集中

在三季度，至三季度新建投产 20条，新增产能约 1.5万吨/日，增幅高达 50%。需求端整

体表现强势是纯碱今年大涨行情的根基，浮法玻璃供应端处在高位也为玻璃行情大幅回落

埋下了隐患。

图 9 平板玻璃月度产量 图 10 往年平板玻璃产量及增速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

纯碱表观需求方面，上半年维持强势，与平板玻璃月度产量增势相符，而三季度后由

于下游玻璃价格下行后采购意愿弱负反馈增强表需严重下滑，纯碱企业出货不畅的问题凸

显，该段时间内交割库库存快速下降，中游贸易商操作灵活加速出货。当前表需水平基本

下降至去年年初时极低水平，在季节性因素影响减弱、纯碱现货价格开始松动、社会库存

逐步消化后，预计在刚性需求下中期需求会有边际回暖。

玻璃库存方面，一季度低位小幅累库，二季度出现了流畅的去库行情，三季度以前虽

然玻璃库存在低位小幅增长，但需求预期仍好以及整体库存水平极低的背景下现货价格仍

是居高不下，9月后强需求预期落空，在供应高位的作用下库存快速累积接近近年来高位，

现货市场库存压力加剧下价格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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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纯碱周度表观消费量&产销率 图 12 浮法玻璃生产线库存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

从生产利润来看，上半年大多数时间玻璃生产利润都处于近年来的绝对高位，三季度

终端融资环境趋紧后需求表现不佳无法支撑住处于高位的供应，玻璃利润急速下滑。石油

焦企业生产利润下降至往年中性水平。从盘面价格来看，期价已击穿部分厂家成本，当前

高开工与高库存的问题并存，但从估值上已经较低盘面下方较坚实，更多随着成本价格预

期而变化。

从长期来看，2022年浮法玻璃新建产能预计仍然有限，增量或主要来自冷修产线复产

点火，考虑到未来利润仍受到挤压，浮法玻璃供应端超龄服役的老窑炉放水冷修的概率加

大，据统计潜在可冷修的产线产能约 1.9万 T/D。光伏玻璃方面 2022年仍有大量产能计划

投放，据统计超 3万 T/D。虽然光伏玻璃需求的在重碱需求占比中仍不高，但量变引发质

变，光伏玻璃的重碱需求的增长或是此后最值得期待的重点。综合来看浮法玻璃供应端或

在高位稍有回落，而光伏玻璃供应仍将维持增势，只是投产的节奏仍值得关注。对于纯碱

需求来说，传统下游可能存在一定减量但留有韧性，光伏玻璃这一潜在需求增长点的表现

仍然可期。

表 1 浮法玻璃可冷修产线（部分）

序号 地区 省份 生产企业 涉及产能总日熔量（吨/日）

1 华北 河北 河北迎新玻璃 2100
2 华北 河北 沙河德金玻璃 1100
3 华北 河北 沙河鑫利玻璃 500
4 华北 河北 沙河长城玻璃 900
5 华北 河北 沙河安全玻璃 1700

资料来源：公开信息、东海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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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光伏玻璃投产产线（部分）

序号
生产企业

省份
地点 总日熔量（吨/日）

1 福莱特 安徽凤阳 6000
2 南玻集团 安徽凤阳 4800
3 信义 江苏张家港 4000
4 彩虹集团 江西上饶 3000
5 明弘玻璃 湖北荆门 3000

资料来源：公开信息、东海期货研究所

总的来说，由于浮法玻璃价格的大幅下跌导致利润明显收窄，或影响到明年浮法玻璃

供应是供应端的主线逻辑，若浮法玻璃价格有所回暖，浮法玻璃供应端更可能高位趋稳对

重碱的需求存在利好，这层关系即决定了明年玻璃价格与纯碱价格运行或具备较强的正相

关性。

2.3.玻璃中期需求回补值得关注，长期来看需求增量或边际减弱

由于 2019 年新开工面积增速强，2021年竣工面积增长应该较为显著，期间还有 2020

年受疫情影响竣工后移，推移到今年待交付房屋数量应仍然较多，从地产端主要指标上来

看 2021年竣工面积整体增速强势，至 10月房屋竣工面积累计同比增速 16.3%。从单月竣

工面积上来看上半年表现尤为强劲，但下半年因为终端融资环境紧张下导致旺季需求不及

预期。单月竣工面积 9月时低于前几年水平。从中空玻璃产量来看亦是如此，在二季度每

月同比增速均维持在 15%以上，利好对玻璃原片的需求。而至 7月开始同比出现负增长。

此段需求多半是延后而非消失，随着政策对下游悲观预期的纠偏，地产融资环境边际宽松，

中期来看延后的需求仍有望回补。

图 13 房屋竣工面积单月 图 14 中空玻璃月度产量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

长期来看，地产政策方面依然严格强调“房住不炒”，在“三道红线”政策下整体地产

前端数据表现偏弱，尽管后市政策或有边际宽松，但政策用意更多是托底而非刺激，地产

整体或仍保持下行态势。竣工端今年表现较强的原因主要由于 2019年新开工面积增速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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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去年以及今年的竣工面积增速整体有支撑，但去年以及今年的新开工数据整体延续着

下降势头，从长期来看对玻璃需求的增速保持谨慎看好的态度。

图 15 地产主要检测指标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

3.结论及操作建议

总的来说，我们认为从当下玻璃及纯碱的基本面驱动均较弱，供大于需的态势明显，

库存均高企，而当前玻璃期价下跌至成本线附近而纯碱期价仍较高，中短期内纯碱期价仍

然面临进一步回调的风险。从中期来看，二者需求都有可能回补，鉴于中短期内季节性因

素影响，需求实质好转的时期可能出现在一季度末，届时或能期待向上驱动的行情。从长

期来看，我们认为下游玻璃需求的增量或边际减弱，玻璃价格仍以震荡为主，此情况下浮

法玻璃供应将偏稳，同时由于光伏玻璃产能仍将不断投产，纯碱下半年前仍有需求增量可

期，同时由于年底前纯碱供应端没有较强的装置投产压力，下半年纯碱的基本面或优于玻

璃。

我们认为中期玻璃期价或在 1700至 2200元/吨间偏强震荡，纯碱期价或在 2000-2500

元/吨间运行；长期来看玻璃期价或仍是略高于靠成本线运行，而纯碱期价对玻璃升水或重

新，可供参考。

操作建议：玻璃-纯碱正套继续持有，中期注意止盈；单边建议中期内玻璃、长期内

纯碱合约逢低试多

风险因素：中期玻璃需求增量、长期纯碱需求增量不及预期



[table_page]东海策略

[table_userdescription]

分析师承诺：

本人具有中国期货业协会授予的期货执业资格或相当的专业胜任能力，以勤勉的执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

本报告清晰准确的反映了本人的观点。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收到任

何形式的报酬。

免责声明：

本报告基于本公司研究所及研究人员认为可信的公开资料或实地调研的资料，但对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本报告仅反映研究员个人出具本报告当时的分析和判断，并不代表东海期货有限责任公司，或

任何其附属公司的立场，本公司可能发表其他与本报告所载资料不一致及有不同结论的报告。本报告可能因时间等因

素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导致与事实不完全一致，敬请关注本公司就同一主题所出具的相关后续研究报告及评论文章。

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也未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

目标、财务状况或需求。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若有必要应征求专家意见。本

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意见及推测只提供给客户作参考之用，并非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投资标的的邀请或向人

作出邀请。

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导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作用，投资者需自行承担

风险。

本报告版权归“东海期货有限责任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形式的翻版、

复制、刊登、发表或者引用。

东海期货有限责任公司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东方路1928号东海证券大厦8F

联系人：贾利军

电话：021-68757181

网址：www.qh168.com.cn

E-MAIL:Jialj@qh168.com.cn

http://www.qh168.com.cn

	1.2021年行情回顾
	2.2022年行情展望
	2.1.明年年底前纯碱供应端没有显著增量压力
	2.2.平板玻璃供应增量或仍稳，警惕超预期冷修
	2.3.玻璃中期需求回补值得关注，长期来看需求增量或边际减弱

	3.结论及操作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