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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金属（黄金、白银）期货期权日报 

【行情复盘】 

虽然近期对地缘局势的担忧有所降温，但仍有避险情绪仍然存在；美元指数高位持续回落，

对以美元计价的贵金属形成强支撑，市场愈发担心美联储加速升息可能导致经济硬着陆，在普遍

避险的环境下有利于避险贵金属，贵金属触底反弹。截止 17:00，现货黄金整体在 1820-1831 美元

/盎司区间偏强运行，小幅上涨；现货白银震荡上行，整体在 21.5-21.79 美元/盎司区间偏强运行。

沪金沪银方面，沪金沪金紧日内走强，沪金涨 0.4%至 397.98 元/克，沪银涨 2.44%至 4750 元/千

克。 

【重要资讯】 

面对高通胀肆虐，美联储官员继续强调美联储未来两次会议各加息 50BP 必要性，尤其是美

联储主席鲍威尔讲话加强了确定性。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重申未来 2 次会议上各加息 50 个

基点是合理的。②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最新预测，欧盟各成员国政府难以取代自俄天然气进口，乌

克兰冲突将使 2022 年欧元区经济增长降至 2.7%，而 2 月预测为 4.0%。2022 年欧元区通胀率将达

到 6.1%，而 2 月份的预期为 3.5%。如果俄罗斯天然气供应出现严重中断，欧元区疫情后的复苏

将几乎停滞，物价也将以更快速度飙升。③截至 5 月 4 日至 5 月 10 日当周，黄金投机性净多头

减少 5853 手至 193315 手合约，表明投资者看多黄金的意愿继续降温；投机者持有的白银投机性

净减少 8986 手至 19082 手合约，表明投资者看多白银的意愿继续降温。 

【交易策略】 

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步伐和地缘政治局势进展继续主导贵金属行情；超鹰派转向和局势向好

利空贵金属，反之则形成利多影响。政策收紧预期短期对贵金属形成强利空影响，当前基本被市

场所计价；地缘政治短期难以出现实质性缓解，美联储政策收紧亦容易出现利空出尽影响，流动

性依然泛滥，高通胀尚未出现实质性转变，贵金属连续下跌后接近企稳，逢低做多策略合适。 

美联储加速收紧货币政策预期（美元指数持续走强）使得贵金属承压，黄金一度跌破 1800

美元/盎司支撑，1800 美元/盎司依然为核心支撑；随着联储政策收紧影响逐步被市场计价，地缘

局势无实质性向好和资金配置需求等因素影响，黄金接近企稳，将会再度回归上涨行情，上方继

续关注 1900 和 2000 美元/盎司关口。沪金下方支撑位为 387-390 元/克区间，上方继续关注 420

元/克关口。白银因为经济弱势而破位下跌，伦敦银现连续下跌后已接近企稳，上方关注 26 美元

/盎司位置（5300 元/千克），下方核心支撑 20-20.43 美元/盎司。美联储再度释放更加鹰派信号，

贵金属仍有再度走弱的短期可能；然而贵金属因政策调整预期和恐慌回落则是买入时机，建议继

续逢低做多操作。 

黄金期权方面，建议卖出虚值看跌期权获得期权费，卖出 AU2208P388 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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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贵金属行情数据 

 

 

图 1  上期所黄金期货价量数据 

数据来源：WIND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 

 

 
图 2  上期所白银期货价量数据 

数据来源：WIND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 

 

虽然近期对地缘局势的担忧有所降温，但仍有避险情绪仍然存在；美元指数高位持续回落，

对以美元计价的贵金属形成强支撑，市场愈发担心美联储加速升息可能导致经济硬着陆，在普

遍避险的环境下有利于避险贵金属，贵金属触底反弹。截止 17:00，现货黄金整体在 1820-1831

美元/盎司区间偏强运行，小幅上涨；现货白银震荡上行，整体在 21.5-21.79 美元/盎司区间偏

2022/5/17

合约名称 T日收盘价 T日涨跌幅（%） 周度涨跌幅（%） T日结算价 结算涨跌幅（%） 结算周度涨跌幅（%） 周度走势图 振幅

沪金2206 397.98 0.40 -1.07 396.68 0.08 -1.71 0.98

沪金2207 398.82 0.45 -1.06 398.08 0.26 -1.43 0.84

沪金2208 398.98 0.44 -1.00 397.64 0.10 -1.64 0.98

沪金2210 399.78 0.47 -0.99 398.26 0.09 -1.68 0.99

沪金2212 400.38 0.49 -0.99 399.26 0.21 -1.50 1.00

沪金2302 400.98 0.53 -0.97 400.42 0.39 -1.66 0.36

沪金活跃合约价格变动统计与分析

2022/5/17

合约名称 T日成交量 成交环比变动（%）T日成交额(亿元） T日持仓量 T日持仓额（亿元） 持仓量环比变动（%） 投机度

沪金2206 97417 -26.57 386.45 65894 26.14 -12.66 1.48

沪金2207 196 176.06 0.78 47 0.02 23.68 4.17

沪金2208 32561 -22.47 129.48 54406 21.63 -2.41 0.60

沪金2210 14289 -29.95 56.91 43715 17.41 -0.23 0.33

沪金2212 16030 -25.52 64.00 53150 21.22 5.96 0.30

沪金2302 18 -35.71 0.07 158 0.06 1.28 0.11

总计 160511 -25.92 637.69 217370 86.49 -3.55 0.74

沪金活跃合约成交持仓数据统计与分析

2022/5/17

合约名称 T日收盘价 T日涨跌幅（%） 周度涨跌幅（%） T日结算价 结算涨跌幅（%） 结算周度涨跌幅（%） 周度走势图 振幅

沪银2206 4750 2.44 -1.06 4733 2.07 -1.23 1.89

沪银2207 4758 2.45 -1.04 4740 2.07 -1.23 1.80

沪银2208 4763 2.36 -1.06 4748 2.04 -1.25 1.71

沪银2209 4772 2.38 -1.12 4751 1.93 -1.45 1.69

沪银2210 4778 2.33 -1.14 4761 1.97 -1.41 1.73

沪银2211 4786 2.18 -1.05 4766 1.75 -1.41 1.72

沪银2212 4789 2.33 -1.07 4769 1.90 -1.41 2.98

沪银活跃合约价格变动统计与分析

2022/5/17

合约名称 T日成交量 成交环比变动 T日成交额(亿元） T日持仓量 T日持仓额（亿元） 持仓量环比变动 投机度

沪银2206 403220 -33.42% 286.27 278386 23.72 -10.14% 1.45

沪银2207 19644 -38.99% 13.97 89117 7.60 -1.52% 0.22

沪银2208 26556 -24.17% 18.91 66303 5.67 -1.20% 0.40

沪银2209 29119 -25.98% 20.76 39742 3.40 -0.91% 0.73

沪银2210 4879 -23.04% 3.48 28981 2.48 -2.76% 0.17

沪银2211 2706 -48.63% 1.93 24627 2.11 -1.85% 0.11

沪银2212 102199 -12.04% 73.12 209763 18.01 3.20% 0.49

总计 588323 -18.72% 418.44 736919 62.99 31.03% 0.80

沪银活跃合约成交持仓数据统计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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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运行。沪金沪银方面，沪金沪金紧日内走强，沪金涨 0.4%至 397.98 元/克，沪银涨 2.44%至

4750 元/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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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贵金属相关宏观数据和事件解读 

【宏观经济与贵金属周度风险提示】5 月 16 日-5 月 20 日当周，焦点数据为中国 4 月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美 4 月零售销售和工业产出数据，美国初请失业金人数等。事件需关注欧

央行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欧央行行长拉加德和多位美联储官员政策观点，还需关注俄乌局势与

芬兰瑞典申请加入北约的进展。具体来看，周一，美国 5 月纽约联储制造业指数，中国 4 月全

社会用电量年率，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发表讲话，英国央行行长贝利等官员发表讲话。周二，

美国 4 月零售和工业产出数据，澳洲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讲话。

周三，欧央行行长拉加德发表讲话，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克利夫兰联储

主席梅斯特讲话，国家统计局发布 70 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月度报告。周四，美国当周初

请失业金人数，欧央行 4 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周五，中国至 5 月 20 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本周关注焦点为美国供需数据、联储以及欧洲央行官员政策讲话，还有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

约进展。联储加速收紧货币政策，叠加能源、粮食和供应链危机影响下，美国经济下行难以避

免，4 月供需数据将为经济走势提供佐证。两个国家申请加入北约将会进一步加剧地缘蒸政治

紧张局势。联储官员强调未来两次会议各加息 50BP 必要性，本周讲话继续就政策表态，然进

一步鹰派可能性小。面对通胀压力，欧央行官员强调 7 月初结束资产购买随后加息，官员讲话

将进一步表明政策态度，预计 9 月加息可能性大，不排除 7 月加息可能，对欧元是利好，届时

对美指形成利空影响。对于美指和美债收益率，短期将维持强势，但是上涨空间相对有限，美

指上方强阻力位为 106.8-107。 

【通胀高企冲击下，欧洲央行收紧政策将提振欧元】欧盟委员会最新预测，欧盟各成员国

政府难以取代自俄天然气进口，地缘政治将使 2022 年欧元区经济增长降至 2.7%，2 月预测为

4%；2022 年欧元区通胀率将达到 6.1%，2 月预期为 3.5%；如果俄罗斯天然气供应出现严重中

断，欧元区疫情后的复苏将几乎停滞，物价也将以更快速度飙升。地缘政治加剧了欧洲能源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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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粮食危机和供应链危机，甚至可能会带来新一轮的主权债务危机，令欧洲经济复苏承压；

欧洲经济或比预期表现更差。然而尽管经济承压，通胀高企背景下，欧洲央行货币政策收紧亦

势在必行。欧洲央行管委维勒鲁瓦表示，预计 6 月将举行决定性的会议。欧洲央行多位官员密

集放风 7 月加息，拉加德此前也表态称，预计资产购买计划将在第三季度初结束，可能在购债

结束几周后加息，最快会在 7 月采取行动；周一欧元区货币市场预计，到年底，欧洲央行累计

加息幅度为 95 个基点，而上周五预计的加息幅度约为 80 个基点。基于欧洲通胀表现及预期、

欧央行官员的政策观点，预计欧央行最早在 7 月开启加息周期，2022 年加息三次/75BP 可能性

大，对于欧元形成强支撑，欧元下半年震荡走强可能性大，而美指则会高位回落。关注 5 月

17 日凌晨 1:00，欧央行行长拉加德政策讲话，预计继续强调欧央行不排除 7 月加息可能。 

【联储官员强化未来两次会议加息 50BP 必要性】面对高通胀肆虐，继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再度发表鹰派言论后，美联储官员继续强调美联储未来两次会议各加息 50BP 必要性。克利夫

兰联储主席梅斯特表示，支持美联储在未来两次政策会议上以每次 50 个基点的幅度加息，以

遏制通胀急速上升；到 9 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就应该评估是否需要采取更多措

施来抑制通胀。如果到 9 月 FOMC 会议的时候，月度通胀数据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

通胀正在下降，那么加息步伐可能会放缓，但如果通胀未能放缓，那么可能有必要加快加息步

伐。梅斯特还重申，一旦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缩表计划已经顺利展开，美联储应该考虑出售其

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资产，以便其资产组合回归以美国国债为主。美联储鹰派政策基调对美元指

数形成强支持，美元指数继续攀升，日内最高触及 105.028 的 2002 年 11 月以来新高，尾盘跌

0.29%至 104.45。美指仍将维持高位运行态势，整体将维持高位运行态势，上方关键阻力位调

整为 106.8-107 区间，下半年震荡偏弱可能性大。联储加速收紧货币政策亦难免，美联储 6 月

和 7 月各加息 50BP 概率非常高，关注焦点为 6 月的点阵图和 7 月议息会议的措辞和后续的加

息安排；2022 年加息 225-250BP 可能性比较大；6 月开始缩表，9 月达到缩表上限继续缩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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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通胀见顶迹象显现，但高于预期表现仍加剧政策加速收紧担忧】美国劳工统计局周

三报告称，美国 4 月 CPI 同比上涨 8.3%，较 3 月的 8.5%涨幅有所回落，但仍高于 8.1%的市场

预期；由于能源价格小幅回落，美国 4 月 CPI 环比上涨 0.3%，高于 0.2%的市场预期。剔除波

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 4 月未季调核心 CPI 同比上涨 6.2%，较 3 月的 6.5%涨幅有

所回落，但是高于预期的 6。随着汽油价格从纪录高位回落，美国通胀从近四十年高位逐步回

落，通胀见顶基本确定；然而美国通胀整体表现超预期，服务业成本加速上升，而大多数商品

的升幅仍然居高不下，美国通胀可能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高位，市场关于美联储加速收

紧货币政策预期继续升温，并可能导致经济陷入衰退。通货膨胀是现阶段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

的核心焦点，能源、住房、食品和其他必需品成本上涨是通胀飙升的主要驱动因素，在接下来

的一段时间将会继续影响整体 CPI 走势。 

 
图 3  美联储宽松政策退出展望 

数据来源：WIND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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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贵金属与相关商品比价分析 

（一）金银比分析 

 

图 4  伦敦金现与伦敦银现比价分析 

数据来源：WIND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 

金银比率（黄金与白银的比值）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为全球宏观经济健康状况的晴雨表，

因为金银比的意义在于它能反应经济周期，通常情况下所以当金银比缩小的时候，这时经济往

往处于上升周期，而当金银比放大的时候，这时候经济往往开始萎缩。 

虽然黄金和白银均被视为贵金属，大概率齐涨共跌，然而两者因为基础属性存在区别，故

两者的走势亦存在较大的区别。黄金具有较强的抗通胀属性，但是债券数据和货币属性所带来

的避险属性影响会更大，故黄金的主要需求在于珠宝首饰或者投资需求，往往在市场走向不明

时期充当通胀对冲和避险资产。而白银则是在工业领域有着广泛应用，工业最终用途消耗的白

银占比接近 60%，而黄金为 10%左右，故白银价格对经济周期比较敏感。故在经济或地缘政治

不确定性风险较大的时期，黄金的价格涨幅比白银大，金银比率扩大。在经济复苏时期，由于

工业需求上升，白银的价格涨幅更大，金银比率缩窄。 



 

 

请务必阅读最后重要事项 第9页 

从近两年的金银比数据来看，亦支撑上方观点。2020 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

金融危机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中，金银比亦是从 85 左右持续拉升至最高的 123 的历史最高水

平，充分说明了经济危机和风险的存在；随后，随着政府和央行的救市和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

经济开始从深度衰退逐步复苏，金银比亦开始走低，2021 年 2 月初降至疫情以来的最低点 62。

2021 年一季度末以及二季度以来，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预期加强，而全球经济增速亦出现放

缓的趋势，故金银比价格亦低位开始反弹，整体依然维持上涨的趋势。 

美元美债同步走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和供应链危机冲击工业需求，经济增速预期不断

下调，有色板块高位回落，在这种情况下价格高弹性的白银的反复性较强，整体弱于黄金，金

银比近期持续抬升，自 3 月初推荐该策略以来金银比已经从 66 一线反弹至 81 附近，上方空间

已经相对较小。不再建议做多金银比，可考虑做空金银比，做空沪金 2212 做多沪银 2212。 

（二）金油比分析 

 
图 5  伦敦金现与布伦特原油比价分析 

数据来源：WIND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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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是典型的是避险和抗通胀资产，原油是周期性商品，是风险类资产，可以说明经济活

动的强弱和市场的风险偏好，故金油比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活动和市场情绪的变化。 

因为黄金和原油均是美元计价，故所谓金油比（通常使用伦敦金现和 WTI 原油进行计算）

的含义就是 1 盎司黄金所能购买的原油数量，这个指标比值越高，说明用 WTI 原油衡量的黄

金价格越高; 金油比越低，说明用 WTI 原油衡量的黄金价格低。当金油比处于高位之际，说明

黄金的需求要高于原油需求，即市场的避险和抗通胀需求较强，而经济活动处于偏弱的状态，

市场偏好较低；当金油比处于低位时，说明黄金的需求低于原油需求，即市场的避险和抗通胀

需求较弱，而经济活动处于走强的状态，市场风险偏好高。故金油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

经济活动走势和市场风险偏好的变化，是风险偏好晴雨表。 

市场普遍认为金油比可以视作风险结构变化的前瞻指标，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黄金和

原油同属大宗商品，长周期看具有趋势一致性，历史数据亦可以支撑此观点。经济处于稳定状

态之际，油价上涨，通胀预期上涨进而带动黄金价格上涨，同理油价下跌，通胀预期下降进而

带动黄金价格下跌，故金油比不会发生异动，相对稳定。一旦出现异动，就意味着经济与政策

不确定性、市场风险出现的可能性变大。第二，黄金和原油的风险特性存在较大的区别，原油

和实体经济总需求的联系要明显强于黄金，而金价对货币政策、地缘政治风险（特别是中东以

外地区）以及不确定性风险的敏感性要大于原油价格。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金油比与经济周期存在较大的关联性。当金油比上升之际，实际利率

水平下降，通胀水平下降，经济增长下降，经济处于下行周期。当金油比下降之际，实际利率

水平上升，通胀水平上升，经济增长强劲，经济处于上行周期。因为金油比是日度数据，可以

更快的反应经济活动变化，故金油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经济增长状态的先行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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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铜比分析 

 

图 6  伦敦金现与 LME 铜比价分析 

数据来源：WIND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 

金铜比是黄金价格与铜价的比值，即一盎司黄金所能购买的铜的数量，为黄金的相对价格。

黄金是典型的避险和抗通胀资产，具有“铜博士”之称的铜是周期性商品，是风险类资产，在

需求端受到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较大，对宏观经济走势敏感度非常高，故金铜比的变化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宏观经济活动的变化。 

宏观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的“吉布森悖论”，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金铜比指标的重要性，

亦说明利率和黄金价格之间的关系。吉布森悖论是说，利率与一般价格水平正相关，而非通货

膨胀率。换句话说，利率随一般价格水平上升（下降）而上升（下降），即通胀时利率是上涨

的，通缩时利率反而是下降的。在金本位条件下，一般物价水平越高，意味着一盎司黄金能购

买的商品数量越少，即黄金的相对价格下跌，同时也意味着利率也随之升高。故在吉布森悖论

中，黄金的相对价格就与长期实际利率呈反方向变动，那么金铜比与利率呈现反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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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作为大宗商品的核心组成元素，其快速攀升之时，金铜比下行，利率随之上扬，黄金反

而可能面临下跌风险；这与我们此前认为物价上升推动黄金抗通胀属性回升并支持金价走强的

逻辑正好相反。这亦是逻辑的转变，由抗通胀逻辑转移为货币政策转向影响逻辑，在不同的历

史时期，所其的作用是不一致的。 

对于金铜比而言，其更多地是能够反映出经济周期的变化，因此金铜比和美国方面 GDP

有着比较显著的相关性，并且金铜比的走势领先 GDP 走势，对于经济周期的判断显得更为重

要。从逻辑分析来看，金铜比与经济走势呈现负相关关系。金铜比走强之际，黄金需求要强于

铜的需求，及避险或抗通胀需求强于工业需求，市场避险情绪高涨，风险偏好下降，说明经济

活动走弱或者边际走弱；金铜比走弱之际，黄金需求弱于铜的需求，工业需求较强，说明市场

风险偏好高涨，经济活动走强或者边际走强；故金铜比的走势与经济走势具有负相关性。 

四、全球黄金供需数据分析 

（一）全球黄金供给持续减少 继续关注央行购金变动 

从世界黄金协会公布的完整数据来看，2021 年黄金供应量为 4666.12 吨，相较于 2020-2018

年黄金供应量持续回落。当然，尽管受到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不利影响，但全球黄金产量在 2021

年仍维持在 4600 吨以上，并且随着经济继续复苏和矿商增产而有望在 2022 年出现小幅反弹。 

黄金供应量具体分项来看，黄金矿产供应依然为核心，2021 年供应量为 3560.66 吨，占黄

金总供应量的比值为 76.31%，矿产金供应无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较 2020 年均有所增加；其

次是再生金供应，2021 年再生金供应量为 1149.92 吨，占黄金总供应量的比值为 24.64%，无论

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较 2020 年均有所减少，这与黄金价格的回落有所下降；而央行购金/售金

方面，作为连续十二年的黄金净买家，2021 年各国央行总计增持黄金 463 吨，较 2020 年增长

82%；来自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的多国央行均增加了黄金储备，使全球央行黄金储备总量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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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30 年来的最高水平，对黄金总供给形成 9.9%的拖累；另外生产商对冲对于黄金的供应亦是

处于负面拖累状态，购入黄金 44.45 吨，占黄金总供应量的比值为-0.95%。 

从历史数据来看，黄金矿产供应和再生金供应都相对稳定，而央行的购金/售金项和生产

商对冲项变化相对较大，特别是央行购金/售金的变化对黄金市场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近期，

央行一直处于购金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黄金的价格。 

 

图 7  黄金总供给和分项供给趋势图 

数据来源：Wind、方正中期研究院 

 

（二）珠宝首饰需求占比再度超过投资需求 继续关注投资需求变化 

从世界黄金协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来看，2021 年全球黄金需求总量（不含场外交易）达到

4021.29 吨，已从 2020 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中逐步恢复，其中珠宝首饰需求的增量

为核心，投资需求则出现大幅回落，降低了黄金总需求的涨幅；而 2020 年黄金需求总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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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3.02 吨，黄金需求量受到疫情和价格高企的冲击较为明显；当然近十年的黄金需求量仍维

持整体下降趋势。 

黄金需求具体分项来看，珠宝首饰项再度再度黄金需求中占比最大的分项，2021 年黄金

珠宝首饰需求上涨为 2220.95 吨，占 2021 年黄金总需求的比例为 55.23%，环比上涨 67.31%；

投资需求项短暂超越投资需求项后再度回落，2021 年黄金投资需求下降为 1007.11 吨，占 2021

年黄金总需求的比例下降为 25.04%，环比下降 43.22%。投资需求中，金条、硬币投资、官方

硬币以及奖牌/仿币项相对稳定，ETF 及类似产品项大幅下降，成为投资需求项环比大幅回落

的核心拖累（ETF 及类似产品项从 2020 年的增加 874 吨到 2021 年的减少 173.26 吨）。另外，

工业用金需求回升至 330.17 吨，占 2021 年黄金总需求的比例上升为 8.2%，其在近年相对稳定，

变化不大，故对黄金价格的影响有限。从 2021 年黄金消费分项来看，珠宝首饰需求依然是最

大的需求项，黄金价格的回落助力珠宝首饰消费再度增加；而投资需求占比大幅降至 25.04%，

是 2021 年黄金需求的最大拖累项，部分抵消了珠宝首饰项大幅增加的拉动作用。 

从以上分析和黄金需求历史走势来看，工业用金需求相对稳定，对黄金价格的影响依然有

限；重点关注珠宝首饰需求和投资需求，而珠宝首饰需求会随着黄金价格的变动而出现对应的

变动，黄金价格和珠宝首饰需求呈现显著的反向关系，故从需求变动来判断黄金价格，更多的

应该关注黄金投资需求的变动。黄金投资需求中，金条及硬币的需求亦相对稳定，ETF 及类似

产品项变化较大，并且对黄金价格的影响较大。故从黄金需求来预测黄金价格，应该重点关注

ETF 及类似产品项黄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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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黄金总需求和分项需求趋势图 

数据来源：Wind、方正中期研究院 

 

 

图 9  黄金投资需求和分项需求趋势图 

数据来源：Wind、方正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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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黄金市场供需及黄金价格走势影响分析 

2021 年，全球黄金总需求 4021.29 吨，总供给为 4666.12 吨，供需缺口为+644.83 吨；供过

于求的状态仍在持续，这一格局自 2015 年以来一直维持着（除个别月份因特殊情况出现变化）。

从商品属性出发，供需基本面是商品价格走势的核心影响因素，而黄金市场供过于求的格局持

续，但是黄金价格并没有持续的大幅回落，主因在与黄金的商品属性对价格的影响仍在弱化，

黄金的债券属性和货币属性是黄金价格走势的核心影响因素。 

 

图 10  黄金供需缺口走势分析 

数据来源：Wind、方正中期研究院 

 

从黄金供需数据来看，全球黄金需求因投资需求走弱而下降，而全球黄金供给因矿产金供

应增加而小幅增加，供过于求的格局再度扩大，对于黄金价格而言形成一定的利空影响。对于

黄金供需面的分析，市场应该转变供需传统分析思路，需求端重点关注 ETF 及类似产品项黄

金需求变动，供给端重点关注央行购金/售金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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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金三大属性出发，债券属性和金融属性成为当前黄金价格的核心影响因素，工业属性

对黄金价格的影响相对较弱，这也决定了全球黄金的供需小幅变动对金价影响的有限性。故

2021 年以来，美债收益率走势是金银行情的核心驱动因素，美元走势亦影响金银；故当前分

析黄金价格需要更多的是关注美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的变动，全球黄金供需变动仅作为价格走

势预测的参考。 

 

 

 

五、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与黄金行情演绎分析 

对比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变动和伦敦金现价格的历史走势数据，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美联储

资产负债表规模的增加往往伴随着黄金价格的上涨，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趋于稳定或者小幅回落之

际，黄金价格亦会出现回落。 

回顾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和黄金价格 2000 年以来的数据，可以具体分析两者的关系。2008 年 9

月-2011 年 9 月，面对金融危机，美联储实施宽松货币政策，释放流动性，资产负债表规模大幅增加，

从 9000 亿美元涨至 29000 亿美元，伦敦金现价格亦直线拉升，从 750 美元/盎司一路飙涨至 1900 美元/

盎司。这一阶段是历史上最长的流动性泛滥时期，除美联储以外，各国央行加大货币宽松力度以对冲

频发的经济金融危机、地缘政治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长期宽松下，通胀预期抬升、实际利率下行、

美元指数走弱，黄金呈现大牛市。 

2012 年底-2014 年中，虽然美联储实施第四轮 QE，资产负债表规模继续增加，但是黄金没有出现

对应的上涨，当然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黄金的深度回落。这一阶段前处于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经济

回暖，货币政策转向，第三轮 QE 结束，整体低通胀、实际利率回升，此外日欧经济仍低迷反衬美国

增长相对强势，金价快速下跌，进入熊市区间。而美联储第四轮量化宽松政策虽然没有使得黄金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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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涨，但是改变黄金快速下降的趋势，改变了黄金熊市下跌的幅度，使其从快速下跌回归震荡偏弱期。

故宽松的货币政策亦促进了金价的相对涨幅。 

2019 年下半年至今，美联储开启了新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而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则是使得美联

储进入超级量化宽松时代，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亦是急剧大幅增加，从初期的 4 万亿涨至当前接近 8

万亿，仍有进一步上涨的趋势；这一阶段，叠加疫情风险所带来的避险需求，黄金价格则是持续的大

幅上涨，最高涨至 2075 美元/盎司，不断刷新历史新高。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货币超发和流动

性泛滥使得黄金价格出现大幅的上涨。 

2014 年下半年-2019 年初，美国经济进入繁荣期，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亦相对稳定，没有进一步

的释放流动性，黄金亦从急速下跌的熊市逐步转向震荡市。而 2011 年 9 月-2012 年 10 月，是美联储第

四轮 QE 前的、短暂的货币政策相对正常时期，该阶段黄金价格从高位回落，进入超级熊市，虽然有

经济好转与市场风险偏好等其他因素的反向冲击，但是货币政策的收紧（第三轮 QE 的结束）或是其

大幅回落的核心影响因素。而 2021 年 1 月 6 日，随着美联储 12 月议息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开始讨论宽

松货币政策的退出路径，释放货币政策调整的鹰派信号后，黄金价格则是持续的走弱，从 1960 美元/

盎司跌至 1675 美元/盎司附近，亦说明黄金行情对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的敏感性。 

对于美联储货币政策，虽然美国通胀高企施压美联储加速收紧货币政策。对于美联储货币政策，

我们认为 5-6 月将会各加息 50BP，2022 年加息 7-8 次/225BP 可能性大，5 月开始缩表，并且缩表幅度

和步伐的不同亦会影响加息步伐。 

从 2004-2006 年美联储加息周期和 2015-2018 年美联储加息周期前后，货币政策调整和黄

金走势分析来看，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预期加强之际，如缩减购债和加息预期升温之际，黄金

维持弱势，当货币政策调整被市场消化或者落地之际，黄金往往走出利空出尽反弹的行情。这

与 2021 年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与黄金走势相一致，2021 年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预期不断升温，

从缩减购债政策调整预期加强到加息预期加强再到出现缩表预期，黄金维持弱势；当政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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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后，黄金则开始利空出尽低位反弹行情。这一规律走势在接下来的时间内仍适用，美联储

货币政策调整预期升温之际对贵金属形成较大的压力，当货币政策调整落地时，贵金属则会开

启利空出尽反弹的行情。 

2022 年货币政策的逐步转向对于黄金的影响依然是核心；但是美联储近期释放的天量流

动性，依然没有被市场所完全消化，超发的货币和泛滥的流动性依然会支撑着金价，故黄金价

格虽然会局部回调，但是回调的幅度会相对有限，1650 美元/盎司是一个关键的支撑位，跌破

的可能性非常小。从中长期来看，货币超发严重，黄金供应相对有限，黄金仍有较大的上涨空

间，长期投资者或者资产配置者，可借回调之际做多，长期持有。 

 
图 11  美联储宽松政策退出路径展望 

数据来源：Wind、方正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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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美债美元等因素与贵金属相关性分析 

 

图 12  美债、美元与黄金价格走势分析 

数据来源：WIND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 

（一）美债收益率与黄金价格分析 

美债实际是绝大多数固定收益的基础，也是目前货币市场稳定的基石，代表着市场无风险

收益率，进一步影响当下的金融和非金融资产的合理定价，市场上的金融资产的价格等于无风

险收益率+风险系数*该资产的风险因子。由于每个国家的国家信用不同，以及考量汇率波动对

收益带来的损益，以及不同期限产生的时间成本，而产生了各国各异的国债收益率。持有国债

等于持有长期的无风险票据，这也是包括险资在内的很多金融机构的收益主要来源。 

2020 年随着全球经济的共振性下行，欧洲市场的诸多国家的国债收益率已经降低到了 0

以下甚至更低，部分国家甚至给购房者提供了负收益率的购房贷款，在这种情况下，以固收为

锚的欧洲市场机构在考虑短线做本土国债的骑乘之外，不得不寻求更好的长线的投资标的。这

时候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跨境投海外的国债，这时要面临的主要是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

另一方面是投资标的的内部信用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优先的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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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前者基本没有突发性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但美元资产价格高企，美元随着美联储货币政

策的转势也可能适时转弱；另一个是中国，或者较类似的发展中国家的国债及核心资产，主要

风险是特朗普或英美国家带来的不确定性。因而在这种情况下，资金的选择往往是先买美债、

美元资产，再买人民币债，人民币核心资产，最后再到其余新兴市场主体，可以看到过去几个

月就是这样的投资顺序。 

做黄金投资的时候要做定性，即市场投资者为什么买黄金，谁在买？绝大多数投资者做黄

金是赚低买高卖的资本利得的收益，但绝大多数的资金是做相对收益的配置用途，这个相对收

益更多就是相对于美国债券的收益率。如果我们看黄金和美债收益率的图形会发现，每次当美

债出现重大转折的时候，恰恰是黄金阶段性高低点形成的时候，根据世界黄金协会数据显示，

地表黄金总体量大概在 19万吨左右，如果按照3.8亿人民币/吨或者按照0.6亿美元/吨来估算，

市场黄金的总价在 12万亿美元附近，但是分布的特别散乱。而全球的美债的总体量大概在 30-40

万亿之间，美债的持有者往往是大型金融机构、央行，资本密集度较黄金高得多，而且单笔资

金的杠杆率可以打到非常高的位置，因而实际上在资金运用方面，美债的总体量可能比黄金要

高得多，这就决定了至少在当下的时点债券的优先级更高，对黄金更多是单向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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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黄金与通胀走势分析 

数据来源：WIND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 

（二）通胀指标对黄金价格影响在持续弱化 

 

从黄金的商品属性出发，得知黄金具有较强的抗通胀属性，故通胀持续上涨则利好黄金走

势，通胀见顶回落则对黄金形成利空影响。但是现阶段，通胀和黄金之间的关联性在弱化，通

胀通过两条逻辑链影响黄金，一方面是直接影响（抗通胀属性），另一方面则是通胀美联储货

币政策转向预期的间接影响（通胀-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美元指数与美债收益率-黄金）；两个

逻辑线形成反向的影响，故通胀与黄金之间的正相关性亦在下降。 

从美国核心通胀和整体通胀两个维度，来分析通胀和黄金走势的相关性。通过测算，自

2020 年 2 月 3 日以来，核心通胀和伦敦金现之间的相关性为 9.1%，整体通胀和伦敦金现的相

关性为 8.5%；近十年，核心通胀和伦敦金现之间的相关性为 9.2%，整体通胀和伦敦金现的相

关性为 37.9%；近二十年，核心通胀和伦敦金现之间的相关性为 21.8%，整体通胀和伦敦金现

的相关性为 18.6%。从相关性的显著性来看，通胀和伦敦金现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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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系偏弱。故从近 20 年相关性来看，高通胀与抗通胀黄金价格之间显著性相对较低，高通

胀会有利于黄金价格的上涨，但是并不会一定会对黄金价格上涨形成实质性影响，两者的关系

在弱化。 

从历史走势来看，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初，通胀和黄金的走势相一致，同涨同跌，通

胀对黄金的影响相对较为明显。而 1985 年-2000 年前后，通胀水平和黄金价格均处于相对平稳

期（没有出现急速的大幅的上涨和回落），两者的关系已经不明显。2000 年以后的黄金大牛

市更是对应的低通胀水平，通胀和黄金价格的关系弱化非常明显，两者并没有表现出一致性。

故从整体的历史走势来看，通胀和黄金价格的相关性在减弱。当然在短期内，通胀的超预期性

表现对黄金依然存在影响，但是影响均相对有限。 

故货币政策转向问题是黄金价格走势的核心影响因素，其影响已经超过通胀对黄金价格的

影响。故当前对于通胀的表现，可以短期内影响黄金价格，但是中长期依然是重点关注货币政

策的转向步伐。故通胀见顶后出现回落，对黄金不一定会形成利空影响。 

（三）美元指数与贵金属关联性分析 

从 1973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美元指数和黄金价格形成较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特别是在危机或政治经济不确定时期，美元指数和黄金价格的负相关关系更加明显。从逻辑分

析和数据统计的角度来探讨美元指数和黄金价格之间的关系，理清美元指数和黄金价格负相关

的核心逻辑，最后从美元指数走势展望分析黄金价格的未来走势。 

美元指数之所以是黄金价格走势的核心影响指标或者说核心动力之一，主要有四个角度的

逻辑分析。第一，美元为国际黄金的核心计价货币，美元价值的变动对黄金的价值尺度表现会

产生直接的影响；当美元升值之际，国际金价则趋于下降（黄金本身价值不变，而价格尺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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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变化），当美元贬值之际，国际金价则趋于上升；而作为美元代表的美元指数，从很大程度

上代表美元的货币价值，故美元指数的变动对国际金价形成直接的反向影响。 

第二，由于美元与黄金均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的重要储备资产，两者亦有替代品的

属性；若美元指数上升，说明美元资产的吸引力更强，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黄金作为储备资

产和保值功能的地位。从资金配置角度考虑，美元指数走强，说明美元资产更具吸引力，市场

资金就会从黄金市场流入到美元资产，这样将会拖累金价，继续利好美元资产。 

第三，货币天然是金银，黄金具有强避险属性，经济的繁荣与衰退对具有避险属性的黄金

有直接的影响。当前，美国经济依然稳居全球首位，占世界 GDP 的比重依然在 25%左右，其

贸易量亦是全球前列，故美国经济的走势对全球经济走势具有强关联性，美国经济的繁荣可以

带动全球经济走强，美国经济的衰退亦会拖累全球经济，故美国经济走势与全球经济走势密切

相关。而美国经济强弱对美元指数形成直接的影响，从避险属性出发对黄金形成反向的影响，

故从美国经济走势出发亦可以理解美元指数和黄金的负相关关系。 

第四，美联储货币政策亦会对美元指数和黄金产生影响，当货币宽松之际，流动性泛滥使

得美元贬值而美元指数出现下跌，而流动性泛滥使得具有商品属性和抗通胀属性的黄金具有较

强的升值趋势，当货币政策收紧之际，流动性回收使得美元指数走强，而流动性下降亦会使得

黄金承压，故从货币政策角度考量，美元指数和黄金直接亦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从数据统计角度分析美元指数和黄金价格之间的相关关系：自 2020 年 2 月 3 日疫情在海

外爆发以来，美元指数和黄金均出现较大波动，截止到 2022 年 2 月 25 日，美元指数和伦敦金

现的相关性为-0.6；从近十年的数据序列来分析，美元指数和伦敦金现的相关性为-0.18；从近

二十年的数据序列来分析，美元指数和伦敦金现的相关性为-0.14。从特定的时期分析，如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和疫情阶段的数据序列分析，美元指数和伦敦金现的相关性均在-0.5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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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从数据统计角度来看，短期内，美元指数和黄金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特别是在危机和

冲突的特殊时期，两者的相关关系更加明显；从中长期来看，美元指数和黄金具有负相关关系，

但是相关性大幅下降。 

因此从逻辑分析和数据统计两个角度的探讨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美元指数对黄金具有

显著的负向影响，危机和冲突的特殊时期，美元指数对黄金的影响显著性非常强，可以通过美

元走势分析来预测黄金的整体走势；中长期，两者的相关性减弱，从美元指数走势来预测黄金

的走势的准确性相对下降。 

从上述分析中，短期内美元指数和黄金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性，特别是在危机和冲突期，两

者的相关性尤为明显。因此在后疫情时代的 2022 年，美元指数的整体走势对黄金的预测具有

较大的价值。 

 

图 14  美元指数与贵金属关联性分析 

数据来源：Wind、方正中期研究院 



 

 

请务必阅读最后重要事项 第26页 

七、贵金属（黄金、白银）持仓分析 

（一）黄金持仓分析 

 

图 15  上期所黄金持仓数据 

数据来源：WIND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 

 

（二）白银持仓分析 

 

图 16  上期所白银持仓数据 

数据来源：WIND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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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黄金期权数据分析 

（一）期权合约月份及合约简介 

 

 

图 17  沪金期权合约月份及合约简介 

数据来源：WIND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 

 

（二）历史波动率及历史波动率锥 

 

图 18  沪金期权历史波动率 

数据来源：WIND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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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沪金期权历史波动率锥 

数据来源：WIND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 

 

 

（三）沪金期权成交持仓 

 
图 20  沪金期权成交持仓统计（品种） 

数据来源：WIND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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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沪金期权成交持仓统计（行权价） 

数据来源：WIND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 

 

（四）期权策略建议 

黄金期权方面，建议卖出深度虚值看跌期权获取期权费，建议卖出 AU2208P392。 

 

图 22 推荐期权策略的盈亏数据分析 

数据来源：WIND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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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推荐期权策略的盈亏概率及曲线分析 

数据来源：WIND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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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业务部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38号院1号楼泰康金融大厦22层 010-8588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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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分公司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金融中心A座2109、2110室 0315-5396886 

保定分公司 河北省保定市高新区朝阳北大街2238号汇博上谷大观B座1902、1903室 0312-3012016

南京分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紫东路1号紫东国际创业园西区E2-444 025-58061185

苏州分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通园路699号苏州港华大厦1606室 0512-65162576

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360号新上海国际大厦2307室
021-50588107/

021-50588179

常州分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延陵西路99号嘉业国贸广场32楼 0519-86811201

湖北分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武胜路花样年喜年中心18层1807室 027-87267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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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分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3-15号耀中广场B座35层07-09室 020-38783861

北京望京营业部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望京大厦B座12层8-9号 010-62681567 

天津营业部 天津市和平区大沽北路2号津塔写字楼2908室 022-23559950

天津滨海新区营业部 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一大街79号泰达MSD-C3座1506单元 022-65634672

包头营业部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钢铁大街7号正翔国际S1-B8座1107 0472-5210710

邯郸营业部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路与滏东大街交叉口东南角环球中心T6塔楼13层1305房间 0310-3053688

青岛营业部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195号上实中心T6号楼10层1002室 0532-82020088

太原营业部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长治路329号和融公寓2幢1单元5层 0351-7889677

西安营业部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太白南路118号4幢1单元1F101室 029-81870836

上海南洋泾路营业部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洋泾路555号1105、1106室 021-58381123

上海世纪大道营业部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589号长泰国际金融大厦1107室 021-58861093

上海自贸试验区分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泉北路429号1703 021-58991278

宁波营业部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路132号银亿外滩大厦1706室 0574-87096833

杭州营业部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采荷嘉业大厦5幢1010室 0571-86690056 

南京洪武路营业部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洪武路359号福鑫大厦1803、1804室 025-58065958

苏州东吴北路营业部 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东吴北路299号吴中大厦9层902B、903室 0512-65161340

扬州营业部 江苏省扬州市新城河路520号水利大厦附楼 0514-82990208

南昌营业部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九龙大道1177号绿地国际博览城4号楼1419、1420 0791-83881026

岳阳营业部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建湘路天伦国际11栋102号 0730-8831578

株洲营业部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新华西路999号中央商业广场(王府井A座11楼) 0731-28102713

郴州营业部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白鹿洞街道青年大道阳光瑞城1栋10楼 0735-2859888

长沙黄兴中路营业部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黄兴中路168号新大新大厦5层 0731-85868397

常德营业部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穿紫河街道西园社区滨湖路666号时代广场21楼 0736-7318188

上海际丰投资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450 号新天国际大厦24 楼 021-20778922

   分支机构信息

   风险管理子公司

   总部业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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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源于公开资料，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对信息的准确性及完备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

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我们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

供参考，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并不构成所述期货合约的买卖出价和征价，投资者据此作出的任何投资决策

与本公司和作者无关，方正中期期货有限公司不承担因根据本报告操作而导致的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可

能存在的交易风险。本报告版权仅为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

何形式翻版、复制发布，如引用、转载、刊发，须注明出处为方正中期期货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