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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6 年经济前景转好的概率不高，尤其是新兴市场处于下降通道之中。对铜

来说，新兴市场需求比重很高，2016年需求的前景亦不乐观。 

 过去 30 年，中国是全球铜消费的主要增长点。未来 30 年，随着经济结构转

型升级，中国铜消费拐点已现，增速将逐步回落。 

 美联储加息后，市场存在阶段性见底的可能。而长期来看，加息的负面效应

会显现，强势美元以及加息给新兴市场带来的贬值压力，会给商品市场带来

利空效应。 

 精铜供给增长虽然缓慢，但需求增长更糟糕。从近 6 年全球总库存来看，市

场还是处于略有过剩的状态。 

 从历史上的熊市和成本角度考虑，我们认为价格的底部区域在 4000 至 4500

美元（参考 1980 的熊市，价格最大跌幅超过 60%），对应国内铜价在 3 万至

3.4 万。而时间上，我们认为价格将保持弱势到 2017 年。 

 操作上，我们觉得一季度可能存在波段做多的机会，价格的高点可能在 38000

左右，做多的理由是加息带来短期的做多氛围；大宗商品整体超跌；以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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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反弹的补库需求。方向上仍偏空，价格低点可能在 30000 元左右，二季度

以后建议关注逢高做空的机会。 

  

  

 图 1： 2015 年沪铜指数周线图 

 

数据来源：瑞奇整理 

  

1 行情回顾 

 

2015 年铜价震荡下行，年初价格跌破 4 万，之

后传闻国储将收购 30 至 50 万吨铜，铜价开始反弹，

最高升至 46000 元之上，自低点反弹超过 7000 元/

吨。期间 A 股行情火爆，涨幅惊人。 

行情在 5 月份反转，国内制造业指数在 4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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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开始跌至 50 以下，暗示需求疲弱。6 月份以后金

融市场动荡，A 股暴跌，铜价加剧下挫，最低至 37000

元一线，自高点下跌超过 9000元/吨。 

8 月份，中国政府出手稳定金融市场，美联储亦

暂缓加息。多头人气恢复，价格展开反弹，最高至

41000 一线，反弹幅度近 4000 元/吨。 

9 月份，市场重回跌势。虽然供应层面时常出现

减产的消息，如非洲的赞比亚、刚果包括智利。但

市场预期需求更加疲弱。随着金融市场稳定，美联

储加息预期升温，美元强劲，拖累铜价最低至 33000

元一线，较高点下跌 8000 元/吨。 

进入 12 月份，国内主要铜冶炼企业宣布联合减

产，铜价止跌后在 35000元一线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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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球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期 

 

2.1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连续5年增速下

降 

IMF（10 月份发布的预测）预计全球经济 2015

年将增长 3.1%，比 2014 年低 0.3 个百分点，比 2015

年 7 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值低 0.2 个百分点。

相比去年，发达经济体的复苏预计将略有加快，而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预计将连续第

五年放缓（见表 1），主要是因为一些大型新兴市场

经济体（中国）和石油出口国（俄罗斯）的增长减

弱。在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流向新兴市场的资本减

少、新兴市场货币面临压力以及金融波动加剧的环

境下，增长面临的下行风险正在上升，特别是对于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表 1：IMF对各经济体 GDP增速预测（%） 

 2013 2014 2015 2016* 

发达国家 1.1 1.8 2.0 2.2 

美国 1.5 2.4 2.6 2.8 

欧元区 -0.3 0.9 1.5 1.6 

日本 1.6 -0.1 0.6 1.0 

英国 1.7 3.0 2.5 2.2 

新兴市场 5 4.6 4 4.5 

俄罗斯 1.3 0.6 -3.8 -0.6 

中国 7.7 7.3 6.8 6.3 

印度 6.9 7.3 7.3 7.5 

巴西 2.7 0.1 -3.0 -1.0 

全球 3.3 3.4 3.1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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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全球制造业指数、工业生产和贸易额均跌至极低水平 

 

数据来源：IMF 

  

 

2.2  全球经济正在走向衰退？ 

花旗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威廉·布伊特认为，全

球经济可能会重新陷入衰退。理由是全球实际产出

可能已经低于其潜在增速。按照布衣特的模型，全

球潜在增速的预估值为 3%左右，而当前实际增速虽

然为正，但已经低于或持平于 3%了（IMF 预测 2015

年增速为 3.1%）。 

如果实际产出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速的情况再持

续一年，那几乎就可以确认全球经济已经进入衰退

了。 

从全球制造业指数、工业生产和全球贸易总额

等数据来看（图 2），制造业指数和工业生产已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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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退，贸易额处于负增长之中。因此，2016 年的前

景并不乐观。 

小结：2016 年经济前景转好的概率不高，尤其

是新兴市场处于下降通道之中，预期的增速下滑将

抑制总需求，从而进一步限制投资，形成恶性循环。

此外，新兴市场还面临坏账、货币贬值等诸多不利

因素。对铜来说，新兴市场需求比重很高（中国），

2016 年需求的前景亦不乐观。 

  

图 3：大宗商品市场跌入深渊 图 4： 主要金属和铁矿石走势 

  

数据来源：IMF 数据来源：IMF 

  

图 5：中国过去 13 年铁矿石、铝、铜、镍（自左向右

依次）的平均消费增速 

图 6： 2014 年铁矿石、铜、铝、镍的消费比重（蓝色

为中国） 

  

数据来源：IMF 数据来源：I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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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铜需求高峰已过 

 

3.1 2002 年以来，中国是金属消费增长的主要

动力 

至 2014 年，中国消耗了全球 60%的铁矿石、50%

的铜，超过 40%的铝和镍（图 6）。惊人用量的背后

是中国经济过去数十年粗放式扩张，依靠劳动力、

资源和投资拉动这种不可持续的模式。 

从 2002 年到 2014 年，中国铁矿石、铝、铜、

镍的平均消费增速依次为：12.5%、15%、13%和 20%，

远远高于供给增速，结构性短缺的结果就是一轮波

澜壮阔的牛市。市场铁律，涨久必跌，随着中国经

济增速重心逐步下移，价格下跌速度也是惊人的（图

3、4），尤其是能源和铁矿石价格，甚至低于 2008

年的水平。 

  

 

3.2 中国铜消费全面下滑 

依照上海有色网的数据，2015年前 10个月，所

有铜加工企业平均开工率不足 70%，低于去年的水平

（图 7），反映出随着经济增速下行，下游消费亦明

显放缓。从消费领域看，电力、家电、交通、建筑

和电子五个主要铜消费行业全面下滑（图 8），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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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免。 

  

图 7： 中国铜加工企业开工率下滑严重 

 

数据来源：上海有色网 

  

 图 8： 中国铜主要消费行业均出现萎缩 

 

数据来源：上海有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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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高峰已过，中国铜消费将逐步放缓 

为什么说中国的铜消费将逐步放缓？先来看看

两张图。图 9 是美国 1950 至 1980年，GDP 增速、10

年期国债收益、CPI和消费增长情况，是战后美国经

济增速最快的 30 年。可以看出，在经济趋势向上的

过程中，利率（国债收益率）和商品价格也是上升

的（CPI）。 

  

图 9： 美国 1950 至 1980 年，GDP 增速、10 年期国债收益、CPI 和消费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互联网 

  

 

而 1980 年以后，美国经济结构发生了转变（图

10）。原来占较大比重的制造业、消费品行业，逐步

被金融业、服务业取代。这种结构转型后，GDP 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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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再回到原先那种模式的水平，利率和 CPI 也逐

步下降。 

在经历了上世纪 80 年代至今的黄金 30 年后，

中国经济很有可能正在经历美国 1980年以后的结构

转型期。这将是一个增速逐步回落，经济结构由依

赖制造业、重工业转向依赖金融业、科技服务业的

过程。作为重要工业原料的铜消费，随着经济结构

转型升级，其消费增速逐步回落的可能性大。 

  

图 10：美国 1980 至 2010 年，GDP 增速、10 年期国债收益、CPI 和消费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互联网 

  

 

小结：过去 30 年，中国是全球铜消费的主要增

长点。未来 30 年，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国铜

消费拐点已现，增速将逐步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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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联储加息，金融属性褪去 

 

4.1 联储加息的短期影响 

美联储 12月 16日将目标利率上调 25个基点至

0.25%-0.50%，这是近 10 年来首次升息，并指出进

一步紧缩将循序渐进展开。根据美联储决策者预期，

2016年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终点为 1.375%。这暗示明

年将升息四次，每次 25个基点。 

 

图 11：联储最近的三次加息前后布伦特原油走势 图 12：联储最近的三次加息前后 LME 铜价走势 

  

数据来源：兴业证券研究报告 数据来源：兴业证券研究报告 

 

 

历史上看，最近的三次加息周期是 1994 年至

1995 年，1999 年至 2000 年和 2004 年至 2006 年。

从这三次加息前后大宗商品的走势看，一般首次加

息前，受美元提前走强影响，商品价格走势偏弱。

但加息后，商品一般会出现上涨或反弹，这其中的

逻辑是加息意味着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向好，有利于

商品需求，从而推动价格上升。当然，对价格涨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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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并不绝对，还取决于其他因素，如其他国家所

处的经济周期、实际的供需情况等因素。 

 

 图 13： 美联储基准利率和商品 CRB 指数 

 
数据来源：freelunch 瑞奇整理 

 

 

4.2 加息的长期影响 

始于 2002年的商品大牛市一方面是商品自身的

结构性缺口，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美联储引领的全球

性货币宽松（低利率和 QE），货币泛滥激发了巨大的

投资性需求，也就是所谓商品的金融属性，放大了

商品价格上涨的幅度。 

然而，货币刺激并非万能，经济终将回归常态。

长期看，此次加息或许意味着一个货币宽松时代的

结束，未来货币政策应向偏紧的方向转变。全球其

他央行当下虽然没有升息的条件，但转向只是时间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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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看，未来商品的金融属性将弱化（今

年铜价走势亦部分体现），价格将主要取决于供需，

波动幅度将变小。 

小结：以目前铜价所处的位置和经济状况来看

（经历了一轮下跌，且国内经济下滑持续了一段时

间），配合加息的时点后，市场存在阶段性见底的可

能。而长期来看，加息的负面效应会显现，强势美

元以及加息给新兴市场带来的贬值压力，会给商品

市场带来利空效应。 

 

5 短缺？过剩？ 

 

    5.1 精铜供应略有过剩，铜矿供应充足 

ICSG（国际铜研究小组）的数据显示，2014年

全球铜短缺41.4万吨，2015年过剩4.1万吨，2016年

短缺12.7万吨。单从数字上看，市场应该是偏紧张

的，与去年至今的震荡下跌行情似乎不符。实际上，

全球铜的过剩与短缺从来是本糊涂账，尤其是国储

的库存变化无法统计。根据预测，去年到今年国储

收的量大概在50万吨左右，如果算上这个的变化，

那么市场应该是略有过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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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 22：：IICCSSGG 对对全全球球铜铜供供需需情情况况的的展展望望  

单位：万吨 2014 2015 2016 

精铜产量 2247.9 2266.9 2318.3 

产量增速  0.8% 2.3% 

精铜消费量 2289.3 2262.8 2331 

消费量增速  -1.2% 3% 

供需平衡 -41.4 +4.1 -12.7 

  

 

从上游的情况看，ICSG预计2015年全球铜矿供

应增速为1.2%，2016年为4.2%，铜矿供应相对充足。

年度TC（加工费）维持在高位亦表明全球铜矿供应

充裕（图14）。 

  

 图 14：长单 TC 

 

数据来源：上海有色网 

  

 

5.2 需求增长不乐观 

从供应的层面来说，2015 年全球铜产量 0.8%的

增速和 2016年产量 2.3%的增速（见表 2）是相对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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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供应增长（铜价下跌，矿山和冶炼企业削减产量），

但市场更看重的是需求，应该说需求比供应更加糟

糕。2015 年，全球铜消费下滑 1.2%，2016 年虽然

ICSG预测是 3%的消费增长，实际上很难达到，除非

经济状况较 2015 年有较大改善（IMF 预测 2015 年全

球增速是 3.1%，2016 年是 3.6%，这还是偏乐观的预

测）。 

  

 图 15：交易所库存、生产商库存、贸易商库存、消费者库存、3个月移动平均铜消费、铜价（自左向右） 

 

数据来源：ICSG 

 

 

5.3 生产商铜库存较高 

全球交易所库存（图 15 深蓝色区域）指 LME、

上海和纽约三大交易所仓库的铜库存，自 09 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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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显著增加。如果考虑所有库存，包括生产商、

贸易商、消费商，则比 09 年大约高出 40 万吨左右，

也就意味着平均每年大概有 7 万吨左右的过剩量。

这些库存的增量主要是体现在生产商库存的变化上

面（图 15 浅蓝色区域）。 

小结：精铜供给增长虽然缓慢，但需求增长更

糟糕。从近 6 年全球总库存来看，市场还是处于略

有过剩的状态。 

 

 图 16：LME 期铜月线图（1976 年至今） 

 

数据来源：瑞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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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底在哪里？ 

 

底在哪里？要回答这个问题，笔者觉得要从两

个方面去考量。第一是回顾历史上牛熊周期的成因，

持续的时间，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参照。第二是当下

铜矿产出的成本支撑，其中完全成本的支撑力度是

比较大的。 

 

 

    6.1 历史上的熊市 

剔除 2008 年的断崖式下跌，1976 年至 2011 年，

LME 期铜一共走出 3轮大熊市（图 16）。 

（1）1980 年 3 月至 1986 年 10 月，熊市超过 6

年，价格跌幅为 61%。背景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

家经济危机，这次危机是二战后全球规模最大、最

严重的危机，由美国主导，亦是美国经济转型升级

的节点。 

（2）1989 年 1月至 1993 年 11 月，熊市持续近

5 年时间，价格下跌 52%。背景是日本泡沫经济破灭，

亦是日本经济转轨的节点。 

（3）1995 年 1月至 2001 年 11 月，熊市持续时

间近 7 年，价格下跌幅度为 54%。背景是住友事件和

亚洲金融危机。 

历史上看，最近的 3 轮大熊市，平均持续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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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超过 6年，价格平均下跌的幅度为 56%。本轮熊市

LME铜价在 2011年冲破 10000美元大关后开始下跌，

最低位是 4440 美元，跌幅为 56%，时间持续了 4 年

零 9 个月。从幅度来看，已经达到了历史上熊市下

跌的幅度，而从持续的时间来看，并没有达到历史

上的平均水平。 

从牛熊结构和成因来看，这轮熊市与 1980 年的

熊市最为接近，参考 80年熊市的跌幅和持续时间，

铜价似乎还未见底。 

 

 图 17：国际铜成本（价格低于 5000 美元，有近 20%的铜矿有停产或减产的可能） 

 

数据来源：ICSG 

 

 
5.2 成本的支撑 

根据 ICSG 的数据，当国际铜价低于 5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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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约有近 20%的产能处于亏损的状态。如果低价格

长时间持续，那么减产或停产会出现。因此，首先

价格需要长时间低于 5000 美元；其次，不到 20%的

减产比重不足以对供需产生实质影响，价格只有低

于 4500 美元，那么才会有更大比重的矿山有减产冲

动。 

小结：从历史上的熊市和成本角度考虑，我们

认为价格的底部区域在 4000至 4500美元（参考 1980

的熊市，价格最大跌幅超过 60%），对应国内铜价在

3 万至 3.4 万。而时间上，我们认为价格将保持弱势

到 2017 年。 

 

 图 18：铜日线形态分析 

 
数据来源：瑞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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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综合看，2016 年宏观形势格局偏弱，铜

市场将略有过剩。美联储加息将带来短期利多，长

期偏空的效应。从铜价的周期来看，目前处于熊市

中，并可能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操作上，我们觉得一季度可能存在波段做多的

机会，价格的高点可能在 38000 左右，做多的理由

是加息带来短期的做多氛围；大宗商品整体超跌；

以及中国反弹的补库需求。方向上仍偏空，价格低

点可能在 30000 元左右，二季度以后建议关注逢高

做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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