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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影响

长期量化宽松和加息进程，都会扭曲美联储资产结构，所以，美

联储需要货币正常化，货币正常正常化带来哪些影响呢？

1、 全球流动性迎来拐点，美元升值

美联储希望在恢复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道路上采取更为稳健的策

略，而加息、缩表相伴进行是更优的选择。美联储加息周期展开以及

未来缩表的演进，全球流动性将呈现边际收紧。在经历了2015和2016

年两年延缓加息之后，美联储希望加快加息进程，联邦基金利率预期

在 2018 年底将达到 2.125%，在 2019 年年底将达到 3%。据美国财经

媒体报道，美联储期望把资产负债表缩减至 2 万亿—2.5 万亿美元的

规模，这意味着美联储将从市场上至少吸纳 2万亿美元基础货币的流

动性。从市场影响来看，一般来说，缩表比加息对流动性的影响更大。

加息，是通过提高资金成本抑制贷款。而缩表，则意味着货币规模减

少，对流动性影响更为直接。另外，如果缩表进展顺利，美元会获得

较大支撑，其他国家货币将在中长期再度承压。

2、 中长期利率抬升，经济增长和资产价格承压

缩表叠加加息，将对美国经济和资产尤其债券施加较大的下行压

力。美联储加息主要是通过作用于短端利率，影响银行流动性，进而

影响中长端债券市场和实体经济。缩表则是直接从货币数量上影响联

储银行的流动性，美联储资产又以中长期资产为主，所以无论是资产

的到期停止再投资还是直接出售资产，都会对中长期利率产生更为直

接的影响，导致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上行，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更甚

于加息。利率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很多，比如居民按揭贷款利率提升

可能会影响住房销售和房地产投资增速，企业贷款利率提升会影响企

业的贷款需求和投资意愿，这些都会对美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负

面影响。美联储 15 年和 16 年的两次加息，已经使得美国住房按揭利

率开始走高。如果美联储加快加息步伐，叠加大规模的缩表，经济或

许无法承受中长期利率走高带来的打压。考虑到老龄化、生产率增长

低迷等长期问题，美国经济将承受更大的压力。另外，目前美股的估

值也处在历史高位，利率波动加大也可能导致股市波动相应提升和债

券市场恐慌。

3、 新兴市场风险加大 人民币贬值预期反弹

由于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各新兴经济体的汇率

都主要盯住美元，美联储加息缩表势必将对全球经济造成蝴蝶效应，

全球流动性将呈现边际收紧，对新兴经济体增长前景将构成负面冲

击，部分新兴经济体将面临资本流出、货币贬值压力加大、金融波动

性上升的风险。短期外债率高、经常账户和财政“双赤字”，以及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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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型出口型经济体等受到冲击将较大，产生金融危机的概率较高。同

样，人民币贬值预期反弹，资产泡沫有破灭风险。短期来看，美国特

朗普新政推行受阻，预期落差导致美元指数回落，人民币保持相对稳

定。中长期看，美联储的紧缩货币政策对美元指数走强趋势形成强支

撑，如果美联储利率中长期回到 3%目标值、缩表如期开展，人民币

对美元汇率将承受巨大压力。中国央行如要稳汇率，国内货币政策可

能要跟随美国收紧。那么，目前高企的国内房地产价格可能面临负面

冲击，债券和股票价格也都面临重估。经验教训警示历次新兴市场危

机都与美联储紧缩货币存在着一定联系，所以要高度警惕美联储货币

政策正常化带来的冲击。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美联储货币正常化会带来三方面的影响。

1、全球流动性迎来拐点，美元升值；2、中长期利率抬升，经济增长

和资产价格承压 ；3、新兴市场风险加大 人民币贬值预期反弹。

图 2.1.1 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上升 图 2.1.2 美国国债规模大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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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股市】

2017年 6 月 26日

上证综指 恒生指数

日经 225 道琼斯工业指数

富时 100 德国 DAX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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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指数】

 2017 年 6月 26日

南华商品期货综合指数 南华能源化工指数

南华工业品指数 南华农产品指数

南华金属指数 南华贵金属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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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南华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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