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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期货温馨提示： 

“期”待诚信 

“货”真价实 

加息不足惧 逢低宜配金  

——2022年 5月贵金属市场展望 

2022年 4月 30日 

要点提示： 

1. 黄金驱动因子中，信用对冲的权重得以提升。 

2. 俄乌冲突冲击了供应链，强化了通胀预期，金价下方支撑较强。

在本轮金价上涨中，驱动因子中通胀所占权重较大。 

3. 年初至今，金价走势与实际利率走势发生偏离，主要原因是经

济所处的经济周期与市场近远端的预期不同；  

4. 利率方面：加息刚开始，美债利率上升还未结束，市场预期美

联储将进一步收紧，美元指数和利率继续维持强势，短期黄金

价格还是会受到美元指数和利率走高的扰动； 

5. 通胀方面，在供给侧的问题仍存、价格高企的背景下，通胀水

平触顶回落概率较低。通胀若进一步上行摸顶，我们认为这时

也就是通胀交易的末期，随后经济将迎来动能的衰竭。  

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综合分析，我们认为贵金属从信用对冲、通胀预期和实际利率

视角来看将继续向上。俄乌冲突冲击了美元的信用霸权，冲击了供

应链，强化了通胀预期；加息导致美债利率短端的上升幅度大于中

长端，曲线会越来越平坦，市场预期未来经济动能减弱，“滞涨”

风险不断累积。若通胀进一步上行摸顶的过程中也就是通胀交易的

末期，美国经济“衰退”概率大幅增加。美债收益率曲线扁平引发

的衰退担忧，若后期跟踪经济指标见顶回落，实际利率回落，黄金

基于衰退定价，将驱动黄金上行动能。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认为最好

的交易思路即多金空铜，即做多金铜比。 

投资策略： 

1、做多金铜比 

2、逢低分批布局多单 

3、期权构建牛市价差策略 

2022/5 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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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情回顾 

2022 年 4 月份，上半月 comex 黄金稳步上涨至 2003 美元/盎司，然后下半月

开始连续下探。在美元指数和美债利率持续上行的背景下，市场点开始转向 5 月

份美联储的议息会议。我们认为 5月份加息 50Bp已基本得到确定，短期金价的回

落还是受到美国经济持续复苏，加息缩表预期，美元和美债利率上行的打压。 

图表 1: COMEX 黄金与美元指数冲高回落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二、黄金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年初至今，新冠疫情持续蔓延，俄乌地缘冲突、美联储开始加息、中美货币

政策显著分化等多重因素叠加，令金融市场处在一个更加复杂多变的政治、经济

环境之中。因此在分析黄金价格时，会面临地缘政治引发的避险情绪、通胀引发

的“滞涨”担忧、金融制裁引发“去美元化”等诸多利多因素与美联储加息等利

空因素交织的状况，这使得后市黄金价格似乎愈发难以判断。 

当前如何理解黄金的驱动逻辑，基于实际利率的黄金价格分析框架是否失效，

未来价格如何演绎。本文尝试从以下三点进行分析和探讨： 

2.1 信用对冲：黄金的根本属性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1976年牙买加协议的签订，确定浮动汇率制与

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通过挂钩石油贸易结算的方式，美元霸权得到进一步

强化，在世界货币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 

在黄金去货币化 40多年以后的今天，黄金的货币属性并没有完全在货币领域

消失，相反在当前金融市场动荡、国际政治局势波谲云诡，黄金正在重新受到市

场的关注和重视。尤其是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仅仅通过对市场变量的分析显然

不足以分析解释黄金长期趋势价格上的根本变化，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对黄金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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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属——信用对冲进行理解。 

信用对冲作为黄金的根本属性，即金价的长期波动与实体信用和货币信用反

相关。其中实体信用反映了主导国的经济增长的相对强弱，货币信用反映了全球

信用货币制度下货币体系的稳固性。具体而言，也就是美国实体经济增长格局和

美元体系的稳固性是驱动黄金价格长期走势的根本因素。这背后的逻辑在于，在

经济基本面具备坚实基础的复苏和繁荣期，由强劲的经济潜在增速所产生的高额

的机会成本以及利息损失将大大削弱黄金资产的持有收益，并且美国实体经济的

繁荣将支撑美元体系的平稳运行，这也将成为金价在复苏和繁荣阶段的抑制因素；

而在衰退期，随着实体经济动力的消退，黄金的相对收益逐渐显现，来自价格的

动荡既是造成经济衰退的重要冲击来源，也是刺激金价抬升的重要推动力量，最

终在全球实体信用和货币信用恶化的驱动下，黄金价值也将迎来回归之旅。 

2.2 俄乌冲突：短期避险情绪回落，长期影响深远  

2.2.1 俄乌冲突加速去美元化，挑战美元霸权 

首先，俄乌冲突是一个典型的黑天鹅事件，加剧金融市场波动。当前地缘局

势已经出现缓和迹象，金价也跟随 VIX 指数冲高回落，但对俄乌冲突性质的理解

上不能简单的看作是一次局部战争冲突，需要重新定位。我们认为俄乌战争是冷

战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地缘政治危机，不仅破坏了冷战后的世界秩序，还沉重打

击了美元的霸权地位。 

图表 2: 俄乌冲突后市场波动加大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俄乌战争之后，欧美等西方国家启动对俄经济制裁措施。特别是将部分俄罗

斯银行剔除 SWIFT 系统；冻结俄罗斯的外汇资产，特别是俄罗斯的主要银行的外

汇资产。这无疑破坏美元和美债的的安全性，可能会进一步加速非美盟友国家的

去美元化，这都将削弱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信用。 

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放弃采用美元结算，推进双边货币结算。这种格局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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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为应对西方制裁，俄罗斯宣布“不友好国家”与俄罗斯的天然气交易将以

卢布结算、且英国已经批准 5 月底前使用卢布结算俄罗斯天然气，中俄天然气交

易可能用人民币结算，沙特开始考虑用人民币结算与中国的石油交易。另一方面，

重新配置国家外汇资产，抛弃美元美债转向黄金等多元化的货币资产。根据全球

黄金协会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3月全球黄金 ETF录得净流入 187.3吨，合 118亿

美元，创近六年以来最高流入纪录。而贝莱德的数据显示，全球黄金 ETF 在 3 月

净流入资金额环比增长 5倍，超过了此前 2020年 7月 94亿美元的峰值。 

图表 3: 贵金属 ETF 持仓量变化 图表 4: 上海黄金 TD持仓量与上交所黄金库存量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去美元化”的进程只是刚刚开启，远不是终点，

美元信用的削弱使得黄金的配置价值凸显。 

长期来看，我们认为俄乌冲突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秩序，

是当前世界经济矛盾的一个集中体现。俄乌冲突不仅引发短期政治、经济和社会

动荡，对国际社会而言，更加剧了世界范围碰撞与对立，不确定性提升，避险情

绪升温，将为贵金属带来配置机会。 

2.2.2 俄乌冲突冲击供应链，强化通胀预期 

在 4 月报中我们详细阐述了地缘局势影响通胀主要的渠道，具体不再赘述。

地缘战争对全球供应链冲击破坏，通过影响供给端对大宗商品形成了价格冲击，

从而驱动通胀中枢不断抬升，黄金跟随通胀定价，近一年来黄金价格与铜价高度

拟合，但在波动方面却略滞后于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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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 黄金跟随通胀资产定价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俄乌冲突爆发导致以原油为首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强化了通胀预期。美国

劳工部 4 月 13 日公布数据显示，美国 3 月 CPI 同比上涨 8.5%，创逾 40 年来

新高；美国 3 月 PPI 同比上涨 11.2%，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后，美国 3 月

核心 PPI 同比上涨 9.2%；而盈亏平衡通胀率也由俄乌冲突前的 2.5%上升至 2.9%

附近。 

图表 6: 美国通胀指标仍然高企不下 图表 7: 布伦特原油和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以俄乌冲突为开端，全球供应链先后遭受疫情和战争的冲击，造成供给缩减、

商品价格持续上涨，欧美各国通胀或将继续上行。虽然本轮通胀主要原因是供给

端问题造成，而加息从理论上说可以通过抑制需求端来控通胀，在之前报告中我

们也提示，加息才刚刚开始，美债利率上升还没有结束，市场预期未来美联储将

进一步收紧，美元指数和利率将继续维持强势，短期黄金价格还是会受到美元指

数和利率走高的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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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 黄金跟随通胀预期定价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但目前美联储的加息操作滞后于通胀曲线，加息力度远不及通胀的上行力度，

通胀还没有拐头迹象，黄金价格仍然有下方支撑，目前金铜比、金油比已经回落

至近年低位，每一轮美国经济周期高点金铜比和金油比大概都在这个位置，我们

通认为通胀进一步上行摸顶的过程中也就是通胀交易的末期，随之而来的即是经

济动能的衰退，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认为最好的交易思路即多金空铜，即做多金铜

比。 

图表 9: 金铜比、金油比下滑至多年低位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2.3 实际利率：长期趋势变化的核心影响变量 

黄金的实际利率定价框架，从图中 10 年期美债 Tips 收益率为代表的实际利

率与黄金价格的关系可以看出，金价与实际利率之间呈现长期较为稳定的负相关

关系，实际利率的长期趋势可以看作影响黄金长期趋势变化的核心影响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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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 金价与实际利率之间呈现长期较为稳定的负相关关系，近期出现背离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图表 11: 金价与实际利率之间近期出现背离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2.3.1 实际利率分析框架失效了吗？ 

但是从年初至今，金价与实际利率出现了背离，即金价与 tips 收益率同向上

行，二者相关性趋正。 

这与分析框架中二者负相关关系发生偏离，是不是金价的实际利率分析框架

失效了？当前美联储加息落地，实际利率不断走高，是否会压制金价的表现？下

面我们尝试从两个角度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 

从经济周期变化的视角来看，在经济处于衰退和萧条的周期时，经济增速下

滑、实体信用恶化推动实际利率走低，从而驱动黄金价格走高，金价与实际利率

之间的负相关性较为显著；但在经济复苏和繁荣周期时，美国实际利率对金价驱

动作用将明显减弱，该阶段黄金更多是跟随商品的周期波动，更大程度上是随通

胀定价。这意味着在美国经济增速上行，美元信用体系稳定阶段，黄金的信用对

冲属性暂时弱化，商品属性将居于主导地位，所以在经济向好的阶段金价可能出

现与实际利率背离的走势。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在不同的经济周期中，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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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定价的资产锚会发生切换，经济向好时，金价随通胀（铜、油）定价，经济

差时，锚定实际利率定价。 

从 Tips和黄金反映的市场预期来看，Tips更多的是交易近端的市场预期，而

黄金交易的是更为远端的市场预期情况，这也是实际利率与金价发生背离的一个

重要原因。比如去年 2021年，Tips一直在交易 Omicron和美国经济动能走弱，实

际利率是走低的，但是黄金价格并没有跟随实际利率走低而走高，而是在开始交

易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的 Taper，呈现震荡偏熊的走势，黄金价格一直受到远端预

期的压制；而今年随着美联储加息落地，Tips 也一直在交易美联储的加息周期，

实际利率跟着 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上行，而黄金或在交易加息导致美国经济动能放

缓带来的衰退预期，实际利率单边上行并未导致黄金价格出现单边下跌趋势。 

综上所述，实际利率的分析框架并不是失效，而是经济所处的经济周期与市

场近远端的预期不同，所导致这种看似不合理的背离。 

2.3.2 利率和黄金未来如何演绎？ 

在紧缩预期下，美债收益率从去年年底开始，不断攀升。当前美国国债市场

出现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即美国 2 年期国债的收益率抬升幅度远强于 10年期国

债的收益率的抬升幅度，导致二者之差迅速收窄，曾经一度出现倒挂现象。 

图表 12: 美债收益率曲线熊平，10年期与 2年期的利差收窄至 4Bp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从历史经验上来看（2017-2018 年期间），加息带动美债收益率上行的过程中，

长短端的利差走弱，这种组合的情况下黄金并不会大跌，相反利差下行的前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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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了震荡偏强的走势。 

如图，2012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所带动的通胀达到顶点，伴随美联储的 taper、

加息的一系列收紧措施，就出现了美债 10年期收益率上行，长短端的期限利差也

在同步上行走阔，在这种组合的情况下黄金价格出现一轮单边下跌走势。这也是

今年年初市场所担心的情况，但是事实并未发生，本轮是加息带动短端利率抬升

而长端并未同步上行，长短端利差不但没有走阔反而迅速收窄至倒挂的出现。 

利率方面，当前加息才刚刚开始，美债利率上升还没有结束，市场预期未来

美联储将进一步收紧，美元指数和利率将继续维持强势，短期黄金价格还是会受

到美元指数和利率走高的扰动，但在通胀没有拐头迹象的情况下，黄金价格仍有

下方支撑，保持震荡偏强的观点。 

通胀方面，我们认为在供给侧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叠加原油天然

气等能源和大豆玉米等农产品价格高企的背景下，通胀水平触顶回落概率较低。

至于通胀何时回落，我们认为只有当加息的力度能够对需求端产生有效抑制，原

油等商品价格中枢够有效下一个台阶时，才有可能看到通胀环比走低的可能性。 

利差方面，美国流动性明显收紧的情况下，经济动能也会下降，美债利率长

端的上升幅度小于中短端，曲线会越来越平坦，并不会出现利率与利差同步走阔

的情况，因此我们对黄金市场并不悲观。 

图表 13: 美债收益率曲线走平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I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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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当前黄金的配置价值已经凸显，进一步上行的动力主

要来自： 

（1）黄金驱动因子中，信用对冲的权重得以提升。俄乌冲突导致“去美元化”的

进程刚刚开启，远不是终点，美元信用的削弱使得黄金的配置价值凸显； 

（2）通胀角度，加息力度未能有效控制住通胀，黄金将继续按照抗通胀资产定价，

当前金铜比与金油比已经回落近年低位，具有一定的性价比； 

（3）美国“滞涨”风险不断累积。通胀上行速度比利率上行速度要快，长短端利

差走弱收窄至低位；加息导致美债利率短端的上升幅度大于中短端，曲线会越来

越平坦，经济动能减弱，因此我们对黄金市场并不悲观； 

（4）美国经济“衰退”概率大幅增加。当前，美债收益率曲线扁平引发的衰退担

忧，若后期跟踪经济指标见顶回落，实际利率在加息后回落，黄金基于衰退定价，

驱动黄金上行动能。 

（5）后疫情时代，俄乌事件是当前世界经济矛盾的一个集中体现。当前俄乌冲突

不仅引发短期政治、经济和社会动荡，对国际社会而言，更加剧了世界范围碰撞

与对立，不确定性提升，避险情绪升温，将为贵金属带来配置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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