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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金属预测
2017

欧元-美元	 Ø 2016: 1,1067 高点 2016: 1,1527 低点 2016: 1,039

预计2017年美元强于欧元
过去两年，因欧洲和美国的零利率及超级宽松货币
政策，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波动区间为1.04-1.17，波
幅达14%。我们发现2015年末欧元兑美元的汇率和
2016年末的汇率基本持平，且都处于区间的底部，
都是预期美国加息而欧洲利率不变。美联储未能像市
场预期的那样加息4次，最终仅加息1次，导致美元
在全年大部分时间较为疲弱。

然而2017年将有所不同：特朗普即将就任美国新总
统，其承诺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和减税已经推
高了通胀预期和债券收益率。这令美联储在2017年
逐步加息的理由更加充分。美联储在上个月会议上暗
示今年将加息3次。另外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也在上
次欧洲央行会议上表示将延长债券购买计划至2017
年年底，购买规模超过600亿欧元/月，至少至2018
年将维持目前的低利率水平或调至更低。

经济上，美国增长明显加速，预计2017年将超过
2%，高于欧盟1.6%的预期。鉴于这样的宏观经济环
境，且各国央行政策分歧越来越大，我们预计欧元/
美元进一步走低，甚至低于平价。然而美国的高预算
赤字和接近债务上限可能再次进入市场人士的视野。
此外“特朗普经济学”的真正的结果需要一段时间后
才能显现，可能无法达到目前高企的期望。特朗普的
政策在贸易保护主义、移民和与中国对抗方面的影响
还有待观察。除非年内欧盟没有新(或旧) 的政治危
机出现，欧元才可能受益于美元走弱。考虑英国脱欧
谈判、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政治动荡、以及法国、德国
和荷兰的选举，欧元东山再起的可能性有限。我们预
计2017年欧元兑美元的低点为0.95，年末的汇率为
1.08。

对利率反转走势可持续性的疑问令黄金仍具吸引力
2017年初的市场影响因素主要为美国加息、股市屡创新
高、欧盟的政治不确定性以及特朗普总统政策不明。

对美国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在去年夏天已经上升（即美国总统

选举结果之前），结果利率上升，令金价承压。

更加乐观的增长预期增加了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债券和黄金等“

避险资产”走弱就是明证：2016年末黄金跌至1151美元/盎司，

未来的几个月很可能延续这种趋势，我们不认为利率会有实质性

变化。实际利率是真正具有意义的。只要实际利率没实质性上

升，黄金的下跌应该也只是暂时的。在全球范围内都维持极低基

准利率的环境中，美国央行似乎不太可能有激进的改变，这将增

强美元，从而削

弱美国国内经济。

美联储最近暗示

2017年加息三

次。去年十二月美

联储主席耶伦未就

特朗普当选总统会

否使货币政策收紧

给出明确回应。竞

选时的重大承诺也

未必都能兑现。如果公布的投资计划没有完全实施，或未能充分

发挥作用，可能会产生相应的市场反应。特朗普对贸易协定的看

法及可能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或将助推形势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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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	 Ø 2016: 1247	 高点 2016: 1366  低点 2016: 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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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盛的需求或将支持白银
 
去年年初白银处于价格低位，但年内不断攀升。全年银价
上涨14.7%，为表现最佳的资产类别之一，明显胜过黄
金。金银比率也从76降至72.

我们预计白银2017年将延续升势：

政治环境仍是避险资产需求的重要保证。几个地缘政治危机仍在

持续：欧盟两个核心国家将进行选举，英国脱欧谈判及债务问题

仍未解决。特朗普的内政外交政策也可能带来意外的负面影响。

特别是美国接近债务上限及高预算赤字有可能削弱对美元的信

心，令贵金属重获吸引力。这或将导致与2011年美国信用评级被

调低时类似的情况，当时白银飙升至49美元/盎司。

另外美联储加息的节奏可能保持温和，估计为2-3次。通胀或将与

市场预期一致，大幅上升。这种形势将总体上有利于贵金属，特

别是像白银这样的工业金属。

实货市场已连续四年供不应求，2017预计仍是如此。去年矿产白 

 

 

 

银12年来首次下

降，预计今年会进

一步下滑。这主要

是矿山因缺乏效率

和价格低迷关闭矿

井削减产能的结

果。回收银的产量

因低价预计仍维持

在低位。

需求方面，预计ETF仍将如2016年那样大幅加仓。与欧洲需求增

长14%形成对比的是，2016年银条、银币和首饰的全球需求下

降。考虑到美国经济的良好预期、中国消费者信心增强，以及印

度的投资需求，全球白银投资需求2017年预计继续增长。2016年

光伏行业的白银需求创新高，尽管特朗普上台可能导致美国需求

下降，但全球可再生能源产业仍将扩张，因此白银需求将继续增

长，并将支持银价。

从技术角度来看，我们预计白银将至少突破自2016年7月份以来

的下降趋势。2017年全年交易区间为15美元/盎司至23美元/盎司

铂金供应过剩
 
2016年1月跌至7年以来的低点后，铂金去年收复了部分
失地。尽管铂金一度低于900美元/盎司，但在8月份达到
1193美元/盎司的高点，黄金的走势以及美元走强，曾使铂
金价格在去年12月接近900美元/盎司，或将仍是影响今年
铂金供需的主要推动力。排放丑闻以及关于内燃机未来的
讨论在过去一年对汽车工业的铂金需求几乎没有影响.。然
而，这可能出现变化。在重要的欧洲市场，2016年新车销
售中的柴油车份额已降至50%以下的（这一趋势似乎仍 

 
将持续）。汽
车研究中心预
计，2017年底的
柴油车市场份额将
不到40%。关于
大城市限制柴油车
使用的讨论正在加
速这一变化。

2017年，政治方面由法国和德国的重要选举所主导。尽管这些选

举在政治上是重要的，但我们预计对金价仅在短期上有影响。英

国退欧公投、美国大选，以及意大利的宪法改革公投都只是短暂

影响市场。除了英镑走势外，其他都与原先预期的大相径庭。

对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现货黄金买家---印度和中国可能限制黄金

进口的猜测，已经拖累金价去年年底走低。为了减少资金外流，

两国都在考虑颁布限制进口贵金属的措施。之前最大的黄金消费

国---印度，曾经采取过类似的措施。其十一月开始的货币改革，

现在扩大到黄金市场，因此当地黄金的溢价走高。

另外，供应方面的推动力也支持金价：金矿已经开始减产，同时

减少在新项目上的投资。同样，去年第四季度回收金的供应显著

下降。

在此背景下，基于目前的价格水平，我们对黄金2017的表现持谨

慎乐观态度。在今年上半年，我们认为黄金可能走低至1060美元/

盎司（2015年的低点），但不排除年内最高升至1300美元/盎司

的高点。

白银 Ø 2016: 17,08	 高点 2016: 20,60 低点 2016: 1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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铂 Ø 2016: 985	 高点 2016: 1172 低点 2016: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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钯金：2017年维持高位
 
在上份预测报告中我们已经预测了钯金的上升潜力，但还
是有所低估。	在2015年令人失望的表现后，钯金从2016
年初的低于500美金/盎司不断上涨，最高于11月底到达一
年高点780美元/盎司。这期间钯金价格经历了几个波段：
钯金价格在一季度价格上涨到640美元/盎司附近后在二季
度经历了一轮回调修正至520美元/盎司，然后在三季度爬
上700美元/盎司，随后在10月份回调至610美元/盎司；
但是价格在特朗普胜选美国总统后迅速攀升至780美元/盎
司。在我们看来这一价格水平在2017年能否维持，依赖于
如下几个因素。

钯金的表现主要受到汽车行业的驱动。汽车行业钯金需求在近几

年来增长显著，按吨计已经达到约248吨，而矿产钯金矿供应也才

217吨左右。只是因为从汽车催化剂中回收的钯金数量不断增长，

目前达到180万盎司/年，这一供应缺口才得以弥补。2016年汽车

行业钯金需求增长主要归功于中国和美国市场。在2017年，我们

预计汽车行业增长可能放缓，因为中国的购置税减半优惠政策在

2016年底到期，许多中国的购买力在2016年已经提前透支。然而

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国，尽管优惠幅度减少，但

汽车销量还是会继续增长。

钯金第二个主要需求国是美国。乐观的经济前景可能会继续利好

美国汽车业，美国新总统特朗普竞选时的政策计划不太可能全部

执行，因此可能会给市场带来一些消极影响。不过其他重要市场

的支撑可能会让汽车总需求量比2017年稍高一些。新能源汽车从

中短期 

 

 

来看还没有对市场

造成冲击，不过从

长期来看，我们也

将不得不面临这个

现实。

除汽车之外的其他

行业需求大约为62

吨左右，包括化工，电子以及齿科行业。随着价格的变化以及技

术的创新，我们预计这部分需求2017年减少3吨左右。

矿产钯金供应量增长缓慢，但是高价伴随而来的高回收量对总供

给带来一定的支持。市场会再一次把目光放在Norilsk Nickel，这

一全球最大的镍生产商（钯金是镍的伴生产品）。该公司2017年

钯金产量可能会比2016年增长6吨多（达到2015年的水平），当

然他们也有可能卖出库存金属。

2017年钯金供需方面依然是供不应求，但是相比2016年，短缺会

缩窄10吨至31吨左右。钯金ETF投资者的决策也会受到美国加息

和乐观的消费环境的影响，不过我们认为这两个因素已经体现在

价格里面，所以2017年这些因素的影响可能很小。

因为钯金价格会受到黄金价格以及美元的影响，所以我们认为

2017年钯金价格波动区间为585-850美元/盎司，均价在725美

元/盎司。

铂金的第二大需求---首饰行业的需求，也没有乐观表现。中国这

一最重要的首饰市场，2016需求下降了约20%。印度首饰行业需

求虽然稳步增长，仍无法弥补中国需求的下降。全球首饰行业需

求可能会稳定在较低的水平， 2017或将重新开始增长，但增速仅

为个位数。

其他工业应用的消费，从化学和石化行业到电气，玻璃和医疗行

业，几乎没有改变。个别细分市场过于边际，对价格没有任何重

要影响。

在供应方面，南非铂金矿业的多年工资协议基本消除了2017年因

罢工造成的供应短缺的可能。在目前900-1000美元/盎司的价格

水平，对于南非主要的铂金生产商而言，超过30吨或100万盎司

的铂金生产（总产量135吨或440万盎司）不再有利可图。

有鉴于此，今年南非铂金产量可能会略有下降，这在中期或将再

次支持铂金。欧洲汽车中大比例的柴油车，现在已经接近报废时

间，将导致铂金回收量进一步增加。

南非兰特进一步贬值的预期和生产者销售价格提高更多是中期影

响因素，对我们的预测影响很小。对投资者的影响也有限。一方

面，基本面数据不支持新的风险敞口，而另一方面，目前的价格

水平上对于多头减仓似乎也没有吸引力。

基于2017年供应稳定和需求下降的整体预期，我们预计铂金会

出现轻微的供应过剩。预测铂金价格，我们还需要考虑黄金的表

现，以及当前的强势美元。因此我们预计铂金价格区间在820-

1050美元/盎司，均价在950美元/盎司。

钯 Ø 2016: 612 高点 2016: 769  低点 2016: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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铑：中期谨慎看多	
 

铑2016年的表现相对引人注目。整年来看，铑“只”涨了15%，

但总的波动范围超过了200美元/盎司，这在当前的环境中来说已

经是相当显著。

但是銠价也有几次长时间不动或波动很小的情况。主要原因是：

市场对于铑价波动的反应比以前更快，銠价上涨，卖家利用机会

出货，从而限制了铑的涨幅；銠价下探，逢低买盘又蜂拥而至，

这导致了现在铑的价格相对稳定。

工业用户在这个起伏多变的市场中对于铑价上涨也抱着怀疑的态

度，原因是没有看到明确的上涨趋势。总体而言，汽车和化工行业

的用户表现比过去要活跃很多。南非和俄罗斯的情况也有所变化， 

 

銠的库存量很低，导致无法保证銠的持续供应。还有就是矿产商

也会迅速将刚产出的銠快速变现以获得现金流。

从长期来看，过去一年半时间里铑已经筑底，但仍在下降趋势

中。这期间的均价为1050美元/盎司，比现在的价格高了300美

元/盎司。

然而，如果工业用户需求稳定以及投资者又对铑感兴趣的话，从

中期来看我们继续谨慎看多铑，所以我们认为2017年铑的波动区

间为700-950美元/盎司。

铑 

钌：不会有所起色	
 

钌在2016年全年表现都比较疲弱，很不幸，这期间几乎没有任何

能带动钌价的推动力。市场缺少新的应用领域或者现有用户没有更

多的需求。电子存储行业仍旧是其最大的应用领域。虽然这部分需

求有所提高，但是钌的高库存却阻碍了价格的上涨。相反，在年底

时候钌遭遇了进一步的卖压，一部分市场参与者试图卖出手中的头 

 

寸，令已经很低的钌价进一步承压。

尽管在2016年四季度工业需求增加，但是我们依然认为2017年钌

仍会在30- 45美元/盎司之间波动。

铱走势出乎意料
 

铱的全年表现最抢眼：我们虽然已经预测到2016年下半年价格会

涨，但是从7月之后铱涨幅达35%仍然出乎了我们的意料。虽然买

盘很少，但是惊奇的是市场中的现货更少。

由于铱的市场非常小，所以一旦有好的需求，则会造成供应的短

缺。 正常来看，化工，汽车，以及医药行业的铱需求都不错，所

以也就推高了价格。虽然现在的价格处在3年高点，但是我们也没

有看到它会跌，原因是现货仍然很紧缺。对于2017年铱的价格区

间，我们认为将在625-800美元/盎司之间波动。

钌

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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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cribe for any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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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sources it believes to be reliable but which it has not in-
dependently verified; Heraeus makes no guarantee, represen-
tation or warranty and accepts no responsibility or liability 
as to its accuracy or completeness. Expressions of opinion 
are those of Heraeus only and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Heraeus assume no warranty, liability or guarantee 
for the current relevance, correct ness or completeness of any 
information provided within this Report and wi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the consequence of reliance upon any opinion or 
statement contained herein or any omission. Furthermore, we 
assume no liability for any direct or indirect loss or damage 
or, in particular, for cost profit which you may incur as a result 

of the use and existence of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within 
this Report. By embedding a link to an external Internet web-
site ("hyperlinks"), Heraeus does not adopt such an external 
Internet website or its content as its own because Heraeus is 
unable to control the contents of such web sites constantly. 

Heraeus will also not assume any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vaila-
bility of such external Internet websites or their contents, and 
any visit by the user of such external Internet websites and 
their contents via hyperlink is at the user's own risk. Heraeus 
does not assume  
liability for any direct or indirect damage arising to the user 
from the use and the existence of information on these Inter-
net websites, and Heraeus does also not assume any liability 
that the information called by the user is virus-free. 

All prices shown are interbank market bid prices, all charts 
unless stated otherwise are based on Thomson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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