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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债收益率上涨原因、趋势及影响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钟  红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王有鑫

在经济加速增长、通胀回升和美联储坚持加快

收紧货币政策背景下，年内以美国 10 年期国债为

代表的美债收益率大幅攀升。2018 年 5月 17 日，

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曾一度触及 3.1% 高位，

后虽有所回落，但截至 6月 29日依然达到 2.85%，

较年初提升 39 个基点。收益率大幅走高，引发美

股下跌、美元指数走高及国际市场连锁反应。本轮

美债收益率为何在年内暴涨？是周期性突破还是阶

段性触顶？对我国资本市场影响多大？我国商业银

行存在哪些风险和机遇？本文将以美国 10 年期国

债为例逐一进行探讨。

多重因素助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快速上涨

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并非一路高歌猛进，

受避险情绪驱动，3 月收益率下降 13 个基点，但

4月中旬以来快速拉升，主要受以下多重因素影响。

（一）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行，美国通胀预期

逐渐升温

4 月以来，俄英外交冲突持续发酵，美国对俄

罗斯开启新一轮制裁，叙利亚地缘政治风险上升，

引发全球对大宗商品供给的担忧。受此影响，布伦

特原油和 WTI 原油价格强势走高，分别较年初上

涨 18% 左右。原油价格走高意味着工业、食品、

交通、物流等产业成本上升，将引发输入型通胀，

推高美国通胀预期。数据显示，2016 年初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与通胀指数型国债（TIPS）收益率

之差显示的未来10年盈亏平衡通胀率仅为1.55%，

而到了 2018 年 6月 28日已升至 2.1%（见图 1），

说明市场对未来通胀预期明显提升，国债市场对此

进行了充分反应。

（二）美债供给边际增速超过需求

从需求端看，美联储逐渐缩减资产负债表规

模，对到期国债不再续买或减少购债规模，年内持

有的长期国债已减少 762.4 亿美元，国债市场需求

增长乏力。在供给端方面，特朗普税改背景下美国

财政收入下降，财政赤字增加。美国国会预算办公

室 4 月发布报告预测，美国财政赤字到 2020 年将

超过 1万亿美元。为了筹资，美国财政部加大了国

债发行规模，国债市场供需不平衡状况导致美债收

益率持续攀升，10 年期国债拍卖票面利率从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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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25%飙升至 6月 11 日的 2.88%。

（三）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节奏加快

2018 年初，市场普遍预期年内美联储加息次

数为 2～ 3次，认为鲍威尔政策取向偏鸽派，而从

其当选美联储主席后的政策主张和实践看，市场显

然误判了鲍威尔政策走势。今年美联储已加息2次，

年内大概率还将加息 2次，明年预计加息 3次，加

息路径更加陡峭。而且美联储缩表规模逐渐扩大，

对长端收益率影响较大，带动收益率快速走高。

周期起点还是阶段顶点？

（一）长周期视角

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大约每 30 年经历一

次轮回。第一个周期是上升周期，历时约 29 年，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从 1953 年底的 2.59% 攀升到

1981年 15.84%的历史峰值。之后进入下跌周期，

历时约 35 年，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从 1981 年的历

史峰值降至 2016 年 1.37% 的历史最低值。随后周

期转换、再次上涨，目前在 3% 上下波动。当然，

每一个长周期国债收益率走势不是完全线性变化

的，随着经济增长、通胀预期、货币政策和地缘形

势等因素变化，也内嵌着不同的短周期。以第二个

长周期为例，该周期为下跌周期，但也存在 10 个

左右的上升短周期（见图 2）。

因此，判断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的未来走

势，需要正视其在周期中所处的阶段和位置。

一是全球普遍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使美国利率

中枢上移。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和消费意愿密切

相关。如果全球人口年龄结构偏年轻化，那么整

体储蓄率将较高，将压低全球利率中枢，反之如

果人口年龄结构偏老龄化，那么全球储蓄率将降

低，全球利率中枢也将随之上升。过去美国凭借

美元霸权通过“经常账户逆差，资本账户顺差”

形式吸引全球资本流入，有效压低了本国利率水

平。2016 年作为利率周期转折点，一个重要变化

是中等收入国家当年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

重首次超过 7%，正式进入老龄化，国民总储蓄

率也随之下降，无法继续为美国提供源源不断的

低成本资金。

二是美国去全球化举措增加了国内通胀压力。

过去美国是全球化坚定的支持者和践行者。全球

化给美国带来的益处之一是通过进口发展中国家

的廉价消费品，压低了国内通胀水平。牛津研究

院估计，美自华进口低价商品在 2015 年帮助美

国降低消费物价水平 1% ～ 1.5%。然而，目前美

国孤立主义、去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愈加严重，

近期美国和中国、欧盟、加拿大、日本等贸易伙

伴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贸易伙伴的反制和

图1  美国10 年期国债盈亏平衡通胀率的变化 (单位：%)

资料来源：Wind，由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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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美国10 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单位：%）

资料来源：Wind，由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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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复措施将使美国进口产品价格和日常消费品价

格大幅攀升。因此，美国对待全球化和自由贸易

态度的转变，将带动美国长期利率跟随通胀预期

走高。

三是美国进入货币政策紧缩周期，带动国内

利率中枢周期上移。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为了刺激经济复苏，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经

济体普遍采取降息、大规模资产购买等手段压低

长短端利率水平，致使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逐渐走

低。2015 年底以来，随着美国经济好转，美联储

率先开启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国内利率中枢随

之进入上行周期。

因此，从长周期角度看，随着人口结构、贸易

和货币政策发生周期变动，目前美国 10 年期国债

收益率正处于上升周期起点，未来将继续波动上行。

（二）中期视角

1. 从纵向看

考虑到美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已较危机前下降

1% 左右，过去量化宽松政策释放的海量流动性

会制约当前紧缩政策对利率中枢的拉动幅度。而

且在金融稳定要求下，预计美联储缩表规模将有

限，资产负债表不可能回到金融危机前水平。因此，

预计此轮国债收益率顶点将远低于上轮周期顶点，

持续时间也将有所缩短。

2. 从横向看

从形状上看，国债收益率曲线一般有三种形

状，分别是上倾型、平坦型和倒挂型。根据利率

期限结构的流动性偏好理论，正常情况下，国债

收益率曲线应该呈现第一种形态，即向右上方倾

斜，期限长的债券流动性要弱于期限短的债券，

存在更多不确定性和风险，因此需要更高收益率

加以补偿。反之，如果利率曲线呈现倒挂的负斜

率形态，则表示短期债券收益率高于长期债券，

表明投资者因为经济前景疲软或低通胀预期而预

计未来利率将下降，被视为经济发展的负面信号，

往往预示着经济将下滑。

当前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逐渐平坦化，甚至

可能出现倒挂风险。2017 年初，10 年期和 1 年

期美债收益率之差为 1.56%，截至 2018 年 6 月

28 日，该数值已降至 0.51%（见图 3），下降程

度超过一半，国债收益率曲线逐渐平坦化。究其

原因，是最近两年美联储加息节奏明显加快，不

断加息的行为和逐渐升温的加息预期使得短期国

债收益率不断上升，上行幅度显著超过长期国债

收益率，导致国债收益率曲线更加平坦。如果照

此趋势发展，在不久的将来，随着美联储加息持续，

联邦基金利率将继续提升至 3% 或超过 3% 的长

期均衡水平，将带动 1 年期等短端收益率不断上

行，而长端收益率在贸易战加剧和避险情绪等因

素影响下，上升幅度将有限，美国国债收益率曲

线将进一步平坦化，甚至可能再次呈现倒挂现象。

（三）短期视角

由于全球原油库存有所增长，大宗商品价格

不可能持续大幅攀升，前期的通胀预期升温已被

充分定价和吸收。而且，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

间的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受避险情绪驱动，在贸

易战激化的部分时点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将有所回

落。“新债王”冈德拉奇（Gundlach）认为，美

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2018年底将达到3.25%。

国民威斯敏斯特银行策略主管认为，美国 10 年

期国债收益率短期内几乎不可能飙涨至 3.5%，但

是从长期来讲收益率上行不可避免，年底将达到

3.2% 左右水平。综合考虑货币政策和贸易战的影

响，预计年内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在前期快速

上涨后，下半年势头将有所弱化，国债收益率曲

线将逐渐趋平，年底有望收于 3.1%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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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对我国资本市场

的影响

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是风险资产收益率的

参照物和对标利率，其调整会引发资产价格的相应

变动。在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首次突破 3% 当

天，美国三大股指都出现剧烈调整，道琼斯工业指

数、标普 500 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分别下跌

1.74%、1.34% 和 1.7%，且连续多日回调；在突

破3.1%当天，三大股指又再次全部下跌。与此同时，

美元指数逆转年初以来疲弱走势，再次升至 95 上

下，4 月份下旬以来累计升值超过 5%。美债收益

率快速走高和美国资产价格变化将对我国资本市场

带来较大冲击。

第一，中美债市可能由分化转为趋同，企业债

务违约将继续出现。与美债走势不同，我国各期限

国债收益率年初至今总体呈现下降趋势，AAA 级

和 AA+ 级 3 年期企业债到期收益率年内截至 6 月

28 日也分别下降了 71 个和 48 个基点。主要原因

在于央行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定向降

准等手段有效调节市场流动性，确保市场乐观预期，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然而，随着“特朗普交易”1

行情显现，美债收益率快速走高，美元指数疲弱走

势逆转，美联储延续较快加息进程，将吸引部分热

钱和短期跨境资本流入美国，我国国内流动性将面

临一定压力。预计下半年我国市场利率中枢将小幅

抬升，但低于美联储加息幅度，国内企业信用债违

约情况会时有发生，但不会演变为大规模的债务违

约风险。

第二，股市短期波动增加。随着全球经济金

融一体化程度加深，各国经济联系愈加紧密，全球

金融市场变化呈现出联动性和同步性的特点，一旦

有风吹草动，容易引发风险跨境传染。在最近几次

美联储加息和美债快速攀升的交易日，我国股市都

跟随美股出现调整，而且反应更加剧烈。从 3 月

21 日美联储加息至 6 月 29 日，道琼斯工业指数下

跌 1.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和标准普尔 500 指数

分别上涨 2.2% 和 0.2%，美股受加息影响有限。

反观中国股市，A 股和创业板指数同期分别下跌

12.8%和 11.6%，跌幅明显。未来美债收益率将继

续走高，中美贸易摩擦将长期持续，美联储加息讨

论将阶段性升温，中国股市依然面临较大下行压力。

第三，人民币汇率短期面临调整压力。在“特

朗普交易”回潮带动下，人民币汇率自 2017 年初

由之前的贬值阶段进入升值阶段，今年二季度以来

人民币汇率走势再次转换，进入贬值阶段，二季度

累计贬值超过 5%。虽然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下跌幅

度比起来相对有限，而且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布的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年内依然呈升值态势，但

背后凸显的是外部经济环境的再次变化。鉴于外汇

市场预期变化很快，近期随着中美利差缩窄、美联

储加息节奏加快、美国经济增长提速、人民币快速

回调，未来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加大。

第四，跨境资本流动形势可能会再次转差。

2015 年，我国实施了“8·11 汇改”，美联储于

当年底正式开启加息进程，导致我国境内居民和企

业加紧全球资产配置步伐，跨境资本大量外流，外

汇储备急剧下滑，并与汇率贬值相互强化形成负反

图 3  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变化情况（单位：%）

资料来源：Wind，由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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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效应。当前，尽管跨境资本流动形势有所好转，

但在经济、贸易、军事和外交等领域，都存在较大

不确定性，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可能将触发

跨境资本流动方向再次逆转。

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一）挑战

一是债券相关交易可能会遭受损失。随着中美

国债收益率波动上行，商业银行持有相关债券将面

临估值和账面损失，在季度末或年底业绩公布时可

能会影响商业银行会计报表表现和资本资产回报率。

二是美元融资相关业务将受影响。随着美元汇

率和利率同步走高，企业融入美元资金意愿将大幅

下降，商业银行美元贸易融资和买方信贷，以及为

“走出去”企业提供的美元项目融资等业务都将受

到一定影响。

三是股票价格回调将增加商业银行流动性和

经营风险。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通过债转股、股

票质押等方式被动获取的股票，在利率中枢上移

时可能会面临价格调整，质押股票的市场价值将降

低，流动性将大打折扣。此外，商业银行自身股价

面临调整，年初以来，上证银行股累计下跌超过

15%，股价下跌会损害商业银行的品牌形象和声誉，

影响资本市场对商业银行经营风险的判断，可能导

致商业银行发债或资本补充计划成本提高。

（二）机遇

作为风险经营主体，随着市场资产价格波动增

加，商业银行相关业务同样存在发展机遇。

一是利率中枢波动上移将增加商业银行净息差

和盈利。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具有借短贷长特点，

在利率上升周期具有资产敏感性特征，长期利率上

行有利于提高净息差收入和盈利能力。

二是为核心客户和大型企业发行人民币债券相

关业务将获得发展。在前期全球宽松货币环境下，

石油石化、交通运输、冶金有色等行业的大型企业

对境外融资依赖程度较高。调研显示，约 16% 的

中央企业境外或外币融资占比在10%～30%之间。

而在海外融资服务方面，外资银行具有明显优势。

随着外币融资成本提高，相关行业核心客户的融资

需求和币种结构将转回国内和人民币，中资银行债

券发行和承销业务将获得发展。

三是结售汇和外汇衍生品业务将获得发展。

在汇率稳定期，企业汇率风险对冲需求较低，商业

银行相关业务很难开展。随着美元指数短期再次上

行，国际外汇市场波动将增加，波动方向更加难以

判断，企业为了减少汇兑损失，将增加汇率风险对

冲和套保业务安排，商业银行外汇相关业务发展将

提速。	

注：

1.	 所谓“特朗普交易”，是指特朗普总统于 2016 年 11 月当选美国总统后，在其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减税等积极财政政策

刺激下的市场交易行情。“特朗普交易”行情以美债收益率、美元指数和美股为主要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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