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金价格的基本面分析 

 

黄金供求分析 

20世纪 70年代以前，黄金价格基本由各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决定，

国际上黄金价格比较稳定。70年代初期，黄金价格不再与美元直接

挂钩，黄金价格逐渐市场化，影响黄金价格变动的因素日益增多，具

体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 

（一）供给: 

（1）金矿开采: 

a.全世界近几年每年金矿开采量约 2500吨左右,每年产量变动平

稳. 

b.全球已探明未开采的黄金储量约 7万吨.只可供开采 25年. 

c.南非,美国等主要产金国产量下降, 勘探大型金矿可能小 

d.开采一大型金矿正常程序一般需要 7-10年时间. 

e.1980年后长期跌势中,开采投入支出不断减少 

对价格的影响：金矿开采受本身行业特性限制，对价格的敏感度

低，价格的大幅上涨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反映到产量增加。 

例子：1979-1980年金价爆涨,最高至 850美元,但金矿开采量直

到 1981年都无重大改变,到了 1983年才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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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黄金生产的历史与现状：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局来看，19世纪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世纪。在

19世纪之前数千年的历史中，人类总共生产的黄金不到 1万吨，如

18世纪的 100年仅生产 200吨黄金。到 19世纪黄金生产跃上了新台

阶，100年期间生产的黄金达到了 1.15万吨，是 18世纪的 57.5倍，

其中 1850—1900年间就生产了 1万吨。  

进入 20世纪后，总得来说，世界上黄金的生产总体呈上升趋势，

分别出现过几次产量大增的现象。在 1900年世界黄金产量每年 300

吨，在 20世纪早期最高年份产量达到每年 700吨、30年代最高产量

年份达到每年 1300吨、60年代最高产量年份产量接近 1500吨，80

年代世界黄金年产量突破 2000吨，20世纪 90年代至今产量总体还

在增长。20世纪 90年代以来世界黄金产量还是比较稳定的，21世纪

以来世界黄金产量平均稳定在 2600吨左右。  

目前，虽然一些国家的黄金产量有所提高，如澳大利亚、秘鲁、

印尼黄金产量都在增加，但是南非、美国等黄金生产大国的黄金产量

在下降。另外，由于金矿产业投资周期长、开采成本高。从历史数据

看，全球矿产金数量不可能快速增长。因此，我们认为，未来几年世

界黄金产量不会变化很大，依然比较稳定。  

据科学家推断，地壳中的黄金资源大约有 60万亿吨，人均 1万

多吨。但是，到目前为止，世界现查明的黄金资源量仅为 8.9万吨，

储量基础为 7.7万吨，储量为 4.8万吨。截止 2005年，人类采掘出

的黄金不过 12.5万吨，约占总储量的六亿分之一，人均只有 2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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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的黄金分布很不均匀，虽然，目前世界上有 80多个国家

生产金，但是各国产黄金产量差异很大，各地产量却颇为不平均，其

中 2004年世界前 10名产金国依次为：南非、美国、澳大利亚、中国、

俄罗斯、秘鲁、加拿大、印度尼西亚、乌兹别克斯坦、巴布亚新几內

亚。其中中国黄金产量近年来一直处于世界排名第四的位置。在 2004

年，南非、澳大利亚及美国产量分别占到世界总产金量的 13.9%、

10.6%、10.2%；而我国的产金量也达到 8.6%。 目前，世界每年矿产

黄金 2600吨左右，但是能达到目前这个产量是经过了人类几千年不

断探索和努力的结果。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局来看，19世纪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世

纪。在 19世纪之前，人类社会的黄金生产力水平非常低，有人研究

认为：在 19世纪之前数千年的历史中，人类总共生产的黄金不到 1

万吨，如 18世纪的 100年仅生产 200吨黄金。由于 19纪一系列黄金

资源的发现，使得从那时起黄金产量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尤其是在

19世纪后半叶的 50年里，黄金产量超过了这之前 5000年的总量。  

19世纪开创黄金生产新纪元的是俄国在 18世纪中期乌拉尔山东

坡岩金矿的发现，这个发现使俄国采金业开始复苏，不过当时产量不

很高，40年后仅生产了 2.6吨黄金，但这使沙皇看到了希望，从而

加强了金矿资源勘探工作，在这之后的 70年里，俄国又发现并开采

了许多金矿，到 1840年俄国的黄金年产量已经达到 43.5吨，到 1847

年俄国黄金年产量占全世界年总产量的 60%。但是俄国人所取得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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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成就同以后人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所取得的收获相比

却有些相形见绌了。  

1848年美国加州发现了黄金，很快就有数千人汇集在此处寻找金

矿，第一年就生产了 25万美元的黄金，第二年就增加了 40倍，之后

黄金产量逐年提高，到了 1852年产量达到 77吨，1853年达到 93吨。  

美国发现黄金 3年后的 1851年，在澳大利亚也发现了黄金，澳

大利亚黄金产量也开始快速提高，1852年澳大利亚产金 26.4吨，1853

年年产金达到 70吨。  

之后是南非在 1886年发现黄金，1887年南非的黄金产量仅有 1.2

吨，5年后增加了 25倍，达到 30吨，1898年达到 120吨，居世界第

一。一直到现在，南非总计生产了数千年来全世界矿产黄金总量的

40%。  

赶上 19世纪黄金生产力大发展末班车的是加拿大。1896年两个

探金者亨德森和卡马克在捕捞大马哈鱼时，在克朗代克发现了黄金，

从而诞生了一个新城市——道森市，这一地区的黄金一直开采到 1966

年。  

总结 19世纪世界黄金生产历史，可以看出：18世纪的 100年间

全世界共生产黄金不足 200吨，到 19世纪黄金生产跃上了新台阶，

100年期间生产的黄金达到了 1.15万吨，是 18世纪的 57.5倍，其

中 1850—1900年间就生产了 1万吨，也就是说，19世纪后 50年平

均每年全世界产金 2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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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0世纪后，总得来说，世界上黄金的生产总体呈上升趋势，

分别出现过几次产量大增的现象。在 1900年世界黄金产量每年 300

吨，在 20世纪早期最高年份产量达到每年 700吨、30年代最高产量

年份达到每年 1300吨、60年代最高产量年份产量接近 1500吨，80

年代世界黄金年产量突破 2000吨，20世纪 90年代至今产量总体还

在增长。 

19世纪形成的世界黄金生产力分布的基本格局延续至今，19世

纪形成的产金大国目前仍然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黄金产出国。自

1980年以来，南非的产金量呈稳步下降趋势，尤其 90年代以后，下

降速度稍有加快，但其产金量仍居世界各国第一位；美国的产金量一

直处于不断增长状态，特别是自 80年代后期起，已跃居世界第二位；

而澳大利亚的产金量自 80年代末至 90年代初，产金量趋于稳定，变

化不大。目前全球主要产金国有：南非、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

加拿大、中国。不过，百年来世界黄金生产格局也有一些变化，特别

是近年来，美国、非洲黄金产量下降的同时，南美的秘鲁、阿根廷以

及东南亚的黄金产量在显著增加，其中，拉丁美洲黄金产量已占到全

球的 14%。 

目前，虽然一些国家的黄金产量有所提高，如澳大利亚、秘鲁、

印尼的黄金产量都在增加，但是南非、美国等黄金生产大国的黄金产

量却在下降，特别是南非，其 2005年的产量下降了 15%，仅为 300

吨左右，这将使得全球的黄金产量难有提高。另外，由于金矿产业投

资周期长、开采成本高，如果在一个地方勘探出黄金，按照正常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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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需要 7-10年才能生产出黄金来，因为光地质探矿就需要 2～3年，

然后再做工程，开采矿石，再冶炼，最快也要 4～5年。从历史数据

看，全球矿产金数量不可能快速增长,未来几年世界黄金产量不会变

化很大，依然会比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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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央行售金: 

a.央行持有黄金比例约为 19%,欧洲央行一直抛售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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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华盛顿协议》规定 2004年 9月起,5年内每年售金限 500吨 

c.中国,日本等央行黄金储备比例仅约 1%. 

d.银行向央行拆借黄金,金商套期对冲 

对价格的影响：央行售金对金价的影响最大最直接,是 1980以后

金价大熊市一大原因. 

例子: 在苏联解体前的十多年中，作为世界第二大黄金出产国的

“苏联卖金”传闻，对下降的金价发挥了巨大作用,而前苏联也经常

在农业收成不佳的年度中,抛售黄金换取外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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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本表格于 2006年 6月 7日更新，报告可以得到的最新资料。

数据来自 2006年 6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数字及其它

可得到的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有两个月的延时，所以大多

数数据是 2006年 4月的，部分为 3月份或更早的。最近 6个月内未

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的不列在表内。 

注 2：黄金占储备百分数是依据世界黄金协会的计算。金价按 4

月底的每盎司 644.00美元计算（每吨按照 32151盎司计算）。 

各国中央银行在市场上抛售黄金是黄金的供给来源之一。尽管各

国央行储备黄金总量巨大，但除了 CBGA签约国，其他央行每年售金

量极少。CBGA售金量透明、有计划，成为黄金市场稳定的供应源。 

央行售金协定(CentralBankGoldAgreement，CBGA)是 1999年 9

月 27日欧洲 11个国家央行加上欧盟央行联合签署的一个协定。当时

由于金价处于历史低谷，而各个欧洲央行为了解决财政赤字纷纷抛售

库存的黄金，为了避免无节制的抛售将金价彻底打垮，这个协议规定

在此后的 5年中，签约国每年只允许抛售 400吨黄金。 

5年后的 2004年的 9月 27日，央行售金协定第二期(CBGA2)被续

签，又有两个欧洲国家加入协议，而且考虑到当时金价复苏，因此每

年限售数量被提高为 500吨。从协议签署后各国央行售金的实际情况

来看，如下图，央行们基本上完成并略微超过售金限额。但 2006年

却大为不同，欧洲央行在 06年售金量仅为 393吨，远低于 500吨的

限额。究其原因，是自 2005年第四季度以来金价大幅飚升，黄金储

备的价值日渐受到央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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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再生金: 

a.变动平稳,有平抑金价波动之作用 

b.2005年仅增加 1.5%,为 861吨 

c.投资者对金价涨跌的预期对再生金的影响较大 

对价格的影响：金价涨跌成正相关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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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1:1980年金价升至历史高位 850美元,当年再生金量也为

1980年前的历史最高记录 482吨,而当年全球的总产量仅为 1340吨. 

例子 2:韩国政府在 1997-1998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鼓励国民以

黄金换取国债,吸纳了 300吨的黄金用以维持该国货币的稳定. 

简析：再生金，黄金的还原重用，相比新产天然黄金增长的有限

性和央行售金的政策性，再生金的供应更具有弹性。  

通常人们认为，金价对再生金的供应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金

价显著波荡时，供应量会大起大落。 金价确实是影响再生金供应量

的重要因素，但是，单纯的价格因素并不足以引发再生金的变化，因

为再生金主要来自旧首饰、报废的电脑零件与电子设备、假牙以及其

它各式各样的黄金制品，没有紧急需要人们不必将这些有实用价值的

黄金变现。再生金的供应量往往受金价和其它因素共同影响，其中对

金价变动的预期对再生金供给意义重大，当人们预期金价仍会继续上

涨时，即使金价已经处于相当高的位置，人们也不会立刻抛售再生金，

而是希望在更好的价位抛售。而如果人们预期金价将会下跌，则会选

择立即抛售。 

另一个影响因素是经济周期，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再生金市场供

求增加。这时，最先受到经济衰退影响，现金流出现问题的个人和机

构会套现存有的、不能作为直接支付手段的黄金，形成再生金的供给。

与此同时，对未来经济前景不确定的理性预期，使人们不会继续在股

票等风险较大的证券上投入资金而投资风险小的产品。另外，政府为

了刺激经济会调低利率，这时将资金存入银行或购买债券的低风险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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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策略只是为保值而已，如果遇到通货膨胀，实际价值还会下降。相

比之下，黄金的内在稳定性，它不像纸币本身不具有价值，受发行该

纸币政府的信用和偿付能力的影响，是最可靠的保值手段，这使有剩

余资金的人更愿意持有黄金。而在经济增长阶段，一方面，人们不需

要急着将手中的再生金套现；另一方面，黄金和其它投资工具相比，

既不会生息也不会分红，人们对黄金投资的热情就会降低，这使再生

金的供给减少。 

 

（二）需求: 

（1）工业需求: 

a.主要在电子工业需求与牙医需求,占黄金总需求的 10%左右 

b. 受工业行业限制,变动平稳,对金价影响小 

c. 2005年同比平稳增长 2%,为 419吨 

对价格的影响：与经济景气度相关,受行业本身限制 

例子:2001-2006年,世界经济快速平稳增长，电子工业,及航天等

高端也发展迅速,工业对黄金的需求也保持稳定增长. 

简析：作为五金之王，黄金是少有的化学、物理、电子性能优异

的金属，应用领域非常广，在电子、通讯、航空航天、化工、医疗等

部门及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各类生活日用品当中也有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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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日本黄金年消费量在 160吨左右，其中工业用金就达 100吨，

我国目前每年工业用金却不足 10吨。  

现代电子行业飞速发展，对可靠性的要求越来越高，而黄金具有

其他金属无法替代的高稳定性。同时，电子产品日益微型化，单位用

金量会很小，对产品成本构不成威胁。因此越来越多的电子元件可以

使用金作原材料。  

金由于耐高温、耐腐蚀等特性，在航空航天领域也被大量应用，

随着大量航空航天技术应用于民，黄金在这些方面的市场前景非常被

看好。例如一种镀金玻璃，在航空航天中用于防紫外线，现在可应用

于建筑，能起到很好的防太阳辐射和隔热作用。  

黄金还可以用于日用品，如镀金钟表、皮带扣、打火机、钢笔等。

钟表王国瑞士国度不大，但其饰品业每年用金量达 40吨左右，其中

95％都用在制表业上。日本仅一家手表厂一年消耗金盐就达 1吨，相

当于消耗黄金 680公斤。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电镀用金前

景也会十分广阔。 

（2）饰金需求: 

a.占黄金需求比例为 75%左右,分额最大 

b.2005年增长 5%,为 2736吨 

c.传统饰金消费大国为印度,沙特,阿联酋,中国,土耳其等 

对价格的影响:对价格的影响巨大, ,呈现季节性与周期性,通常

第一及第四季度,饰金需求增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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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每年印度的婚庆及宗教节日,中国的农历新年,西方的圣诞

节和情人节,对饰金的需求都较其他时间增多. 

简析：印度被称为拜金之城，印度人对黄金以及金饰品之所以情

有独钟，购买黄金在印度是一种固有的传统，甚至印度的穷人手里一

旦有了积蓄便会购置金银用于保值。黄金在印度社会中扮演了至关重

要的角色，除了它的基本用途之外，还具有特别的宗教意义。印度黄

金的历史可以说和人类的发展历史并驾齐驱，早在出现丝绸和香料交

易的古罗马时代就已有记录记载印度黄金的存在。第一枚金币是由威

尼斯铸币厂制造的，经过地中海的"累范特"地区进入印度。17世纪，

荷兰和英国在东印度的公司开始以黄金和白银为贸易的支付手段互

通有无。随后在美国内战时期，美国以黄金大量换取印度的棉花以补

足内需，因此大约有 13000吨黄金留在了印度国内，而这个数量大约

是当时全球金矿产量合计的 9％。  

印度对黄金的需求深深植根于这个国家的文化和宗教传统。这个

国家是世界上受宗教影响最深的宗教社会之一，对印度教的信仰遍及

全国占到了总人口的大约 80%。黄金在印度教的信仰中是财富与繁荣

的象征。被尊为财富、丰饶以及繁荣之神的拉萨米(Lakshmi)神传说

是由驮着装满清水的黄金器皿沐浴的。她被描绘成一个美丽的被黄金

装饰的女子，穿着黄金镶边的红色衣服，从她的手中不断流出黄金。

自从传说信奉她的人会得到财富，印度人就认为黄金是能带来吉运的

金属并且他们喜欢在宗教节日期间将黄金作为礼品或者装饰。其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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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节日是 Diwaii，这个节日被视作印度新年的开始并且通常在

10或 11月到来。 

通常在 4月或 5月到来的 Akshaya Thrithiya节被认为是购买黄

金的重要节日。在这一天购买黄金被认为会带来吉运（这一天是印度

历中的第三吉日）。人们将黄金和“吉运”联系起来被认为是近年来

推动黄金购买的原因。在过去的 5年中，Akshaya Thrithiya节已经

成为了南部印度购买黄金的主要时节，特别是在 Tami Nadu州，该地

区的黄金销售已经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从 2005年开始人们关于黄金

和“吉运”有关的思想在印度的北部和西部广泛传播，这也使得黄金

的销售在这些地区大幅增加。 

黄金在婚礼仪式上同样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婚礼上新娘通

常从头到脚都都戴着黄金饰品。这些饰品中的大部分都来自新娘的父

母并作为她的嫁妆，根据印度传统的规定家庭的财产通常只会让儿子

来继承。新娘收到的黄金（以及其他礼物）意味着新娘的父母能够保

证她有经济保障并且能够至少享受和她童年相同的生活水平。在这一

方面黄金显得特别重要，只要她仍然拥有黄金（她仍然能够保护自

己），即使她对家中其他“财政事务”没有什么发言权。由于每年印

度结婚的人数估计会达到 1000万，和婚礼相关的需求就成了一个

“大蛋糕”。这其中的大部分需求都发生在结婚季节，通常的结婚季

节在 10月到 1月，4月到 5月之间到来，但是仍然有大部分的购买

在结婚季节来到之前就开始了。我们统计 1975-2005年黄金月度波幅

可以看出，9月和 10月往往是金价表现最好的时候，一大部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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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印度人为他们的宗教及婚庆季节的到来提前做准备而集中购买

黄金。 

 

此外，印度人以热衷于储备著称，国内金融储蓄的比例很高，大

约占到 GDP值的 90％还要多。这种储蓄的习惯也被继承了下来，深

深植根于印度人的思想中，对于黄金也同样适用。一直以来黄金在印

度被当作储备和投资的主要工具，它的受欢迎程度以及普及程度仅次

于银行存款。在拥有全国人口 70%的农村，黄金同样被视为一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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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很容易作为一个储藏的媒介。黄金同样被认为是用来对抗通货膨

胀的良好资产。随着近些年印度国内针对黄金市场一些改革措施的逐

步实施，印度目前已经形成了以透明规范为标准的自由运作的黄金交

易市场。 

印度是全球黄金最大的消费国。在 2005年，印度的珠宝需求占

全球黄金珠宝总需求的 22%，占总零售净投资（金币和金条）的 35%。

自从 1990年黄金控制法案（Gold Control Act）开始重新实施印度

黄金需求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 10%，该法案禁止以金条的形式持有

黄金。估计尽管情况有所变化，但是目前印度仍然持有接近 15000吨

的黄金，这占了全球整个地表黄金总量的 10%。在过去的 10年间印

度平均每年出售黄金 676吨，这个数量是美国所持有黄金数量的 1.5

倍还要多，而美国是全球第二大的市场，同时是世界其他主要黄金消

费国中国、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以及阿联酋的 3到 8倍。(图 1)，过

去的 10年中印度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印度国民收入的增加使得其

对黄金的需求也稳健增长，在过去的几年（2002~2005）印度对黄金

的需求没有完全受到黄金价格上涨的负面影响，当时黄金需求从 2760

亿卢比（571吨）稳步上涨到 4730亿卢比（750吨），尽管黄金价格

在此期间从 15026卢比上涨到 19599卢比。在 2005年，尽管黄金的

卢比价格上涨了 6%，黄金的消费确从前一年的 639吨上涨到 750吨，

同时表现为各方面的增长（珠宝、金币和金条、金牌以及铸币、电子

和其他工业和装饰需求）。 

（3）投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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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投资需求分为零售投资和 EFTs(黄金交易基金) 

B.EFTs为近年投资黄金之最新途径,05年以吨数计增长 53% 

C.亚洲和中东地区国家有投资黄金的传统 

对价格的影响:投资需求的价格弹性较其他需求因素最大,对价

格影响也最大. 

例子: EFTs自 2003年面市以来,已吸引上千亿的资金流入黄金市

场.成为近几年金价大幅上涨最直接的动力. 

简析： ETF是 Exchange Traded Funds的英文缩写，它是一种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是跟踪“标的指数”变化，既可以在交易所上

市交易又可以通过一级市场用一篮子证券进行创设和置换的基金品

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对 ETF的定义是“投资目标是获得与标的指数

回报率类同的一类投资公司”。为满足这样的投资要求，ETF选择投

资某一指数中的所有证券，或者选择某一具有代表性的样本组合。ETF

基金份额可以像封闭式基金一样在交易所二级市场方便地进行交易。  

2004年 11月，道富环球投资推出了第一支以实体黄金为投资对

象的 ETF--streetTRACKS Gold Shares(GLD)。由于其允许投资者持

有金条却无须承担储存成本，投资者通过股票账户就可以直接买卖黄

金，交易门槛和成本低，方便快捷，与金价完全联动的特点使其成为

投资黄金市场的绝佳方式，实际为投资大众提供了其他投资工具无法

提供的管道，这大大增强了人们参与黄金市场的积极性。

streetTRACKS系列产品网站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 9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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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etTRACKS Gold Trust的净资产值已经达到了 73亿美元之巨，

较之去年同期的 31亿美元增长 130%以上。 

对于这一新兴的黄金方式，除了一些在海外有资产的投资者，大

多数国内的投资者还不能参与。但黄金 ETF这一方式具有门槛低，交

易便捷，交易成本较小，对个人投资者而言，该方式更为适合，必将

取代传统的实物黄金的投资方式，成为黄金投资的主要方式之一。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om.cn

http://www.fineprint.com.cn


美元与黄金 

美元对黄金市场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美元是国际黄金市

场上的标价货币,因而与金价呈现负相关.假设金价本身价值未有变

动,美元下跌,那金价在价格上就表现为上涨.另一个方面是黄金作为

美元资产的替代投资工具.实际上在 2005年之前的几年，金价的不断

上涨，一个主要因素就是美元连续三年的大幅下跌。 

从近 30年的历史数据统计来看，美元与黄金保持的大概 80%的负

相关关系，而从近十年的数据中，如下图，1995-2003年美元与黄金

相关性的示意图，美元与黄金的关系越来越趋近于—1%。因此，我们

在分析金价走势时，美元汇率的变动是一重要的参考。 

 

美元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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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我们分析美元走势的工具是美元指数，美元指数是综合反映

美元在国际外汇市场的汇率情况的指标，用来衡量美元对一揽子货币

的汇率变化程度。它通过计算美元和对选定的一揽子货币的综合的变

化率，来衡量美元的强弱程度，从而间接反映美国的出口竞争能力和

进口成本的变动情况。如果美元指数下跌，说明美元对其他的主要货

币贬值。美元指数期货的计算原则是以全球各主要国家与美国之间的

贸易结算量为基础，以加权的方式计算出美元的整体强弱程度，以１

００为强弱分界线。在１９９９年１月１日欧元推出后，这个期货合

约的标的物进行了调整，从十个国家减少为六个国家，欧元也一跃成

为了最重要的、权重最大的货币，其所占权重达到了 57.6%，因此，

欧元的波动对于美元指数的强弱影响最大。 

美元指数权重： 

欧元 57.6 

日元 13.6  

英镑 11.9 

加拿大元 9.1  

瑞典克朗 4.2  

瑞士法郎 3.6  

美元指数 USDX是参照 1973年 3月六种货币对美元汇率变化的几

何平均加权值来计算的。以 100.00为基准来衡量其价值。105.50的

报价是指从 1973年 3月以来，其价值上升了 5.50%。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om.cn

http://www.fineprint.com.cn


1973年 3月被选作参照点是因为当时是外汇市场转折的历史性时

刻。从那时主要的贸易国容许本国货币自由地与另一国货币进行浮动

报价。该协定是在华盛顿的史密斯索尼安学院

(SmithsonianInstitution)达成的，象征着自由贸易理论家的胜利。

史密斯索尼安协议（Smithsonianagreement）代替了大约 25年前的

在新汉普郡（NewHampshire）布雷顿森林（BrettonWoods）达成的并

不成功的固定汇率体制。 

当前的 USDX水准反映了美元相对于 1973年基准点的平均值。到

现在目前为止，美元指数曾高涨到过 165个点，也低至过 80点以下。

该变化特性被广泛地在数量和变化率上同期货股票指数作比较。 

下图即为美元指数和纽约期货黄金价格的对比图，从图中我们可

以很清楚地看出二者的负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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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与利率 

作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非信用货币，黄金与纸币，存款等货币形

式不同，其自身具有非常高的价值，而不像其他货币只是价值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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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本身的价值微乎其微。在极端情况下，货币会等同于纸，但黄金

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失去其作为贵金属的价值。因此，可以说黄金可以

作为价值永恒的代表。这一意义最明显的体现即是黄金在通货膨胀时

代的投资价值——纸币等会因通胀而贬值，而黄金确不会。以英国著

名的裁缝街的西装为例，数百年来的价格都是五、六盎司黄金的水准，

这是黄金购买力历久不变的明证。而数百年前几十英镑可以买套西

装，但现在只能买只袖子了。因此，在货币流动性泛滥，通胀横行的

年代，黄金就会因其对抗通胀的特性而备受投资者青睐。 

对金价有重要影响的是扣除通胀后的实际利率水平，扣除通货膨

胀后的实际利率是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实际利率为负的时期,人们

更愿意持有黄金。 

例子: 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通货膨胀率。假设通货膨胀率=4%, 

银行名义存款利率=3%, 实际利率=-1%, 100元存款一年后本息共计

104元。104元 < 一年前 100元。下图为 1969年-2003年间，黄金

价格与实际利率在的对比图，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整个 1970年

代，实际利率绝大部分时间低于 1%（图中红横线），同期金价走出

了一个大爆发的牛市。而在 1980年代和 1990年代，大部分时间实际

利率在 1%以上，这期间金价则在连续 20年的大熊市中艰难行进。另

外在 2001年-2003年间，实际利率又低于 1%水平，而这几年恰是金

价大牛市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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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市与商品市场： 

美国股市与商品价格已多次演绎“跷跷板”的关系，20世纪已经

发生了三个商品大牛市（1906-1923年、1933-1953年、1968-1982

年），平均每个牛市持续 17年多一点。在这个三个商品大牛市期间，

对应的情况是美国股市的长期熊市和通货膨胀的长期上升。 

目前这轮以原油、金属和部分农产品为代表的全球性商品大牛市

起自 2000年左右，至今已经持续了 6年多。美国股市由于高科技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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沫破灭，自 2000年最后一次创出历史新高后开始处于调整下跌过程

中，特别是纳斯达克指数，目前仅为历史高点的 1/2。 

作为股票的替代投资手段，黄金价格与美国股市也曾较高的负相

关关系，下图为道琼斯指数与金价的在 1987-2001年间的对比图，在

美国的股票市场的历史性大牛市十，金价正走在长达 20年的漫漫熊

途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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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品价格指数： 

整个商品市场的价格趋势对金价有很重要的影响，因此分析和跟

踪商品价格趋势就成为投资者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商品投资者通

常以分析商品价格指数作为研判商品价格趋势的重要手段，这里我们

简单介绍一下商品价格指数的相关知识。 

以商品价格为基础的商品指数在国际上已有近 50年的历史，在

这近半个世纪当中，商品指数无论在商品市场中还是在对宏观经济的

分析指导中，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最早出现的商品指数是 1957年由美国商品研究局（Commodity 

Research Bureau）依据世界市场上 22种基本的经济敏感商品价格编

制的一种期货价格指数，通常简称为 CRB指数。CRB的期货合约 1986

年在纽约商品交易所上市。 

到了 80年代至 90年代初期，高盛公司、道琼斯公司和标准普尔

公司等也纷纷推出了自己的商品期货价格指数，并且引入了加权编制

的方法，对指数中的商品成分赋予相应的权重。这些指数就是目前备

受市场关注的高盛商品期货价格指数(GSCI)、道琼斯商品期货价格指

数(DJ-AIG)、标准普尔商品期货价格指数(SPCI)。 

从 90年代开始至今，随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

高，为满足各类期货交易商套保和投机的潜在需求，商品期货指数的

发展进入了又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如 LME编制的 LMEX金属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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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1999年 1月），CBOT创造的更具灵活性和多样化的 X－fund

基金指数（2002年 2月）等。 

目前很多著名的商品价格指数本身就已经成为期货市场的交易

品种。最近几年 CRB指数、高盛商品指数的期货合约交易十分活跃，

已经成为各类商品投资基金的重要交易工具。其中能源占主要权重的

高盛商品指数更是在商品牛市中成为耀眼的明星。 

国际商品指数不但在商品期货市场、证券市场领域具有强大的影

响力，也为宏观经济调控提供预警信号。研究发现，商品指数大多领

先于 CPI和 PPI。商品指数走势和宏观经济的走势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当经济进入增长期，商品指数就会走出牛市行情；当经济进入萎缩期，

伴随而来的就是商品指数的熊市。从这个角度看，商品指数的走势成

为宏观经济走向的一个缩影。 

（3）商品价格指数： 

整个商品市场的价格趋势对金价有很重要的影响，因此分析和跟

踪商品价格趋势就成为投资者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商品投资者通

常以分析商品价格指数作为研判商品价格趋势的重要手段，这里我们

简单介绍一下商品价格指数的相关知识。 

以商品价格为基础的商品指数在国际上已有近 50年的历史，在

这近半个世纪当中，商品指数无论在商品市场中还是在对宏观经济的

分析指导中，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om.cn

http://www.fineprint.com.cn


最早出现的商品指数是 1957年由美国商品研究局（Commodity 

Research Bureau）依据世界市场上 22种基本的经济敏感商品价格编

制的一种期货价格指数，通常简称为 CRB指数。CRB的期货合约 1986

年在纽约商品交易所上市。 

到了 80年代至 90年代初期，高盛公司、道琼斯公司和标准普尔

公司等也纷纷推出了自己的商品期货价格指数，并且引入了加权编制

的方法，对指数中的商品成分赋予相应的权重。这些指数就是目前备

受市场关注的高盛商品期货价格指数(GSCI)、道琼斯商品期货价格指

数(DJ-AIG)、标准普尔商品期货价格指数(SPCI)。 

从 90年代开始至今，随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

高，为满足各类期货交易商套保和投机的潜在需求，商品期货指数的

发展进入了又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如 LME编制的 LMEX金属期货

指数（1999年 1月），CBOT创造的更具灵活性和多样化的 X－fund

基金指数（2002年 2月）等。 

目前很多著名的商品价格指数本身就已经成为期货市场的交易

品种。最近几年 CRB指数、高盛商品指数的期货合约交易十分活跃，

已经成为各类商品投资基金的重要交易工具。其中能源占主要权重的

高盛商品指数更是在商品牛市中成为耀眼的明星。 

国际商品指数不但在商品期货市场、证券市场领域具有强大的影

响力，也为宏观经济调控提供预警信号。研究发现，商品指数大多领

先于 CPI和 PPI。商品指数走势和宏观经济的走势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当经济进入增长期，商品指数就会走出牛市行情；当经济进入萎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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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而来的就是商品指数的熊市。从这个角度看，商品指数的走势成

为宏观经济走向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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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与相关市场 

（1）原油市场： 

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原油是最为重要的大宗商品之一。原油对

于黄金的意义在于，油价的上涨将推生通货膨胀，从而彰显黄金对抗

通胀的价值。从历史数据上看，近 30年，一盎司黄金平均可兑换 15

桶原油油价与金价呈 80%左右的正相关关系。 

图一：油价与金价对比图： 

 

图二：油价历史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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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中可以看出，原油价格自 2002年 1月约 20美元/桶，最

高涨至 2006年 7月 78美元左右。促使油价飑升的原因之一是世界经

济连续平稳快速增长，不论是美国还是以中国为的新兴市场国家，经

济表现都非常良好，使得对原油的需求大增。而供给方面的因素则是

世界原油产业脆弱的供需平衡，由于剩余产能有限，再加上地缘局势

动荡，市场对原油供给可能中断的担忧一直未去，从而推升了油价至

二十多年来高点。 

虽然当前原油价格仍处在对前期上涨趋势的修正之中，但供给与

需求脆弱平衡的局面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持续，因此油价难以出现

再深幅的下跌，高位运行且再起风云依然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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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涨，对于金价也

有同样的作用。金价始于 2000年的这轮牛市，伴随的是国际大宗商

品市场，以原油，铜等为首的能源，金属及部分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上

涨。从 1804-2004年世界商品价格走势图上来看，2000年左右恰是

世界商品价格又一轮历史性大牛市的开端。而在这两百年间，总计已

有 5次超级别的牛市，最短的持续时间为 15年，最长的则是 40年。

每一次大牛市都伴随的战争和政治局势的紧张：19世纪初是 1812年

的英法战争；19实际 60年代是美国内战；二十世纪的三次商品大市

的重要促成因素分别是一站，二战和冷战。而当前，美国在全球范围

内的“反恐战争”，已在阿富汗，伊拉克打响了，这意味着世界局势

的紧张与动荡局面将长时期的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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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局势 

黄金历史上就是避险的最佳手段，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即是对黄金避险价值的完美诠释。任何一次的战争或政治局势的动荡

往往都会促涨金价，而突发性的时间往往会让金价短期内大幅飚升。

1980年的元月 21日金价达到历史高点，每盎司 850美元。其中一个

重要因素之一是当时世界局势动乱——1979年 11月发生了伊朗挟持

美国人质事件，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从而使得金价每日以 30-50

美元速度飙升。 

下面我们就以海湾战争为例，分析战争对黄金价格走势的影响：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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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所示，在 1990年的 2月初，世界金价曾经冲破 420美元

的大关，但在随后的半年内几乎是一路暴跌，并在 1990年 6月掉到

345.85美元／盎司，创下 1986以来的历史新低。这一期间金价下跌

的主要原因是原苏联经济状况恶化，人们猜测苏联政府可能会抛售其

黄金储备，以偿还外债，结果导致市场出现崩溃性下挫。 

从 1990年 7月末 8月初金价开始回升。特别是在 1990年 8月 2

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当天，伦敦金价从 370.65美元跳跃到 380.70

美元，而后又爬上 413.80美元的水平。并且直到 1991年 1月 7日美

英出兵之前一直在 370到 400美元之间波动。在这期间，金价主要随

着全世界为和平解决科威特问题的努力和政治斡旋而变化，人们对战

争与和平的忧虑一直是金价的重要支撑力。  

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 678号决议之后，对伊拉克提出了最后通谍，

金价又开始向上振荡。在安理会规定伊拉克必须撤军的最后期限 1991

年 1月 16日，在战争恐慌的推动下金价再次突破 400美元。但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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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7日“沙漠风暴”行动开始后，战争走向已经明朗，所以所谓的

“战争溢价”迅速消失，伦敦金价在两个交易日内便下降到 380美

元。1月 24日，联军开始实施代号为“沙漠军刀”的地面攻势，2月

26日伊拉克宣布无条件接受安理会 678号决议，从科威特撤出其军

队。在海湾紧张局势基本得到解决的情况下，金价很快回归到 360美

元左右的正常水平。 

从以上的实例我们总结几点战争对金价影响的特点： 

在事实成为事实之前，预期主宰价格的波动：二战以后的战争都

是局部性的战争，对世界的影响都局限在一定范围内，因此战争的溢

价往往持续的时间不长。我们做两项分类，一是突发性的战争爆发，

因为普遍在人们的预期之外，所以对金价的影响也是爆发性的，金价

往往走出快速上涨后快速下跌的走势，如伊拉克突然入侵科威特，金

价就表现为短时间内大幅飙升。第二是在人们预期内的战争爆发，则

在战争真正爆发前，金价已经在跟随预期走了，战争溢价已在价格上

涨中体现出来，如上面海湾战争的例子，美伊开战的结局非常明朗，

因此实际上战争的爆发就已宣告了其对金价促涨作用的结束。 

基本分析的不足与限制 

投资者在进行黄金买卖之前，第一步要进行的就是基本面的分

析。假如缺乏基本分析，投资者根本不可能知道市场的现状，了解不

到金市是处于收缩还是还会有所增长；市场状况是否过热；现在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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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市还是离市；投资的资金应该增加还是减少；市场趋向如何，所有

这一切的基本因素分析都是不可缺少的步骤。 

但是黄金的基本分析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部分产金国家的资料难以获得或时间滞后  

部分产金国家，并不情愿向国际公布产金数字，或者数字的公布

有一定的滞后期，专家的数字只能是估计得来。所以当这些国家在套

取外汇时，其推出市场的黄金数量，完全可能使市场产生震荡。基本

分析在这方面的资料上，就显得有些不全面。 

公开市场，需求数字很难精确  

黄金供应的数字，只需要将主要产金国家的每年产量相加，便可

获得较为有效的数字。。但是，需求方面数字的获得就较为困难。比

如有的企业会将金币进行熔化，用于工业生产，从而使需求的数字含

有重复计算的因素。所以，不可能用精确的数字来进行基本面的分析。 

不能告诉我们入市的时机  

我们经过基本面的分析以后，都知道金价是在大牛市阶段。但是

哪一天介入呢？现在做多，可能后天价格就会低得更多。等到下星期

再买，可能现在就是最低价。因此，基本面分析只能告诉我门黄金价

格的大势所趋，而根本不能向我们提供入市的最佳时机。 

捕捉不到近期的峰顶和谷底  

即使是再大牛市阶段，金价也会有起有落。假如可以把握每一浪

的走势，在高处吸纳、在低处沽出，获得的利润必然要比简单持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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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多。而基本分析，恰恰不能捕捉到这些细微的变化。正是基于基本

分析只能分析市场的大势所趋，而不能解答市价起起落落的原因。因

此除了在黄金买卖中要进行基本分析以外，还要通过技术分析来进行

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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