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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０２年，日本决定开始建设准天顶卫星系统，目的是为导航定位、新一代移动通信提供技术手段，并

计划到２０１１年正式投入运行。针对准天顶卫星系统建立的背景、系统功能、系统在增强ＧＰＳ中的作用和系

统中的时间工作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准天顶卫星系统；ＧＰＳ增强；时间系统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

１　准天顶卫星系统建立的背景

近年来，以汽车导航为代表的大量ＧＰＳ应用

在日本迅速增加，ＧＰＳ正在成为日本人生活必不

可少的工具。尽管如此，ＧＰＳ还是远不能满足用

户对它的需求，如在峡谷之间、在高楼大厦密集区

域，因收不到足够的卫星信号，使定位准确度大幅

下降，甚至有时根本无法使用ＧＰＳ进行导航。基

于这样的背景，日本人提出了建立准天顶卫星系

统（ＱＺＳＳ），以期改进ＧＰＳ系统的可用性和完整

性，补充和增强ＧＰＳ系统功能。

早在１９７２年，当时的日本电波研究所（现为

信息与通信研究所）就提出了准天顶卫星系统的

概念［１］，论证了这种系统很适合日本这样地处中

纬度、国土狭小的国家；１９９７年，日本政府发表报

告，要求对建立卫星导航定位系统中的三项基本

技术进行自主研发，即星载原子钟的研制、系统时

间的管理和卫星的精密定轨［２］。２００２年，日本政

府综合科学技术会议正式决定开发建立国家项目

准天顶卫星系统，为导航定位、新一代移动通信等

提供技术手段［３］。系统建成后，它将成为日本高

精度定位和移动通信的中心。

在日本，广泛应用于通信的是地球同步轨道

卫星，但是它们与地面的观测仰角普遍较低，如在

东京地区，观测仰角不超过４８°，卫星发出的信号实

际只能覆盖城市面积的３０％，这样，对于汽车等移

动体的通信盲区时常发生。如果信号从“天顶”上

来，将有效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卫星导航定位系

统已经成为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设施，如

此重要的系统完全依靠外国将是一种极大的冒险。

从自己的地理环境、用途等国情出发，最终建立独

立自主的卫星导航定位系统是相当重要的。

美国政府对日本开发准天顶卫星系统给予赞

许，认为准天顶卫星定位系统是对ＧＰＳ系统的补

充，其操作具有互通性，并将大大改善日本及其周

边地区ＧＰＳ用户在定位、定时和导航方面的服务

质量，为该地区的经济与公共交通安全提供新的

保障。

２　准天顶卫星系统

２．１　星座构成

准天顶卫星系统由３颗卫星组成，如图１所

示，它们在环绕地球的圆形轨道上以每天１周的

速度运行。每颗卫星各自有不同的轨道，分布在

不同平面上，并且这３条轨道都与地球赤道所在

的平面成４５°的夹角。从日本本土来看，将始终

有１颗卫星停留在靠近天空顶点的地方。卫星在

地面上的投影都是同一个大８字形，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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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准天顶卫星的轨道

Ｆｉｇ．１　ＯｒｂｉｔｏｆＱｕａｓｉＺｅｎｉｔｈ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图２　准天顶卫星在地面上的投影轨迹

Ｆｉｇ．２　ＴｒａｃｋｏｆＱｕａｓｉＺｅｎｉｔｈ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ｏｎＧｒｏｕｎｄ

２．２　研发计划与进展

对于准天顶卫星系统的建设，采取政府与民

间企业合资的方式进行，总费用约为２０００亿日

元，其中民间企业负担１５００亿日元左右。投入

的研发力量也是日本战后空前的，除了有近十个

国立研究机构参加外，还有由４３家日本企业出资

组建的“新卫星企业株式会社”参与准天顶卫星系

统的建设与运营。表１给出了主要参加单位及其

任务分担的情况。

表１　主要参加单位及其任务分担

Ｔａｂ．１　Ｍａｉ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Ａｔｔｅｎｄ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Ｔａｓｋｓ

单位所属部门 单位 承担任务

文部科学省 宇宙航空研究开发

机构

高精度定位实验系统

总务省 信息与通信研究所
高仰角移动体通信技术、

时间管理系统技术及星载

氢钟的研制

经济产业省 产业技术综合研究院
卫星的轻量化及高技术化

等

国土交通省

电子导航研究所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

究所

国土地理院

交通安全环境研究所

高精度定位增强技术；对

移动体的高精度定位技术

新卫星企业株式会社 通信和广播等任务

　　根据日本官方推算，系统运营后，在１２年里

将能够产生近６万亿日元的直接经济效益、２１万

亿日元的间接经济效益和２．４万个就业岗位
［４］。

系统的预定发展进程是：从２００２年下半年到

２００５年为设计规划阶段，２００６年到２０１０年为建设阶

段，２００９年开始发射卫星，２００９年到２０１０年为在轨

测试阶段，到２０１１年，系统开始正式服务运行。

２．３　系统功能分析

准天顶卫星系统具备以下一些优点：首先，现

在的通信卫星系统所采用的无线通信技术数字化

程度和图像处理能力偏低，新的系统将弥补这一

缺陷；其次，该系统将增强和补充ＧＰＳ系统的导

航功能，实现更加精确的定位；再次，该系统用户

有较高的观测仰角，在日本主要地区大于７０°、全

日本大于６０°；最后，如果增加三颗地球静止卫

星，该系统即可扩建成为一个独立的导航系统，而

没有任何的资源浪费。在导航定位中，准天顶卫

星系统与ＧＰＳ系统关系密切。事实上，它是一种

ＧＰＳ增强系统。其主要功能有两个，一是加强

ＧＰＳ系统的完整性。准天顶卫星系统将发射类

ＧＰＳ信号，频率与 ＧＰＳ相同。在仅能收到三颗

ＧＰＳ卫星信号的地方，再加上准天顶卫星信号就

能定位。这样，ＧＰＳ的可用性将得到很大的改

善。以东京的新宿区为例，用ＧＰＳ对汽车导航的

可用时间仅为４０％，加上准天顶卫星系统后，可

用时间将提高到８０％。图３显示了在东京地区

用ＧＰＳ和用ＧＰＳ＋ＱＺＳＳ的观测仰角在３０°以上

的可见卫星数的比较，可以看出改善相当明显。

另一个功能是改进ＧＰＳ系统的性能。准天顶卫

星的加入将使得用户的观测几何精度衰减因子

ＧＤＯＰ减小，图４显示了ＧＰＳ和ＧＰＳ＋ＱＺＳＳ系

统的ＧＤＯＰ比较。对于日本其他地区，各地的观

测几何精度衰减因子ＧＤＯＰ情况与东京地区的

基本上差别不大，但在日本南部和北海道地区的

ＧＤＯＰ减小得更为明显，这主要是由于准天顶卫

图３　ＧＰＳ和ＧＰＳ＋ＱＺＳＳ系统的可见卫星数

Ｆｉｇ．３　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ｏｆＧＰＳａｎｄ

ＧＡＳ＋ＱＺＳＳ

５００１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０年８月

图４　ＧＰＳ和ＧＰＳ＋ＱＺＳＳ系统的ＧＤＯＰ比较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ＧＤＯ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ＰＳａｎｄ

ＧＰＳ＋ＱＺＳＳ

星在此地更接近天顶方向的缘故。另外，准天顶

卫星系统还能提供ＧＰＳ卫星的异常预警信息，给

出各种ＧＰＳ系统的补正信息，如卫星钟精密时间

改正、电离层的准确数据等重要信息。

现在，中国已经发展了北斗系统，将来可以考

虑它与准天顶系统合作的可能性，若能联合使用，

ＧＤＯＰ将有较大的降低。特别强调的是，在导航功

能上，ＱＺＳＳ仅仅是一种ＧＰＳ增强系统，现在还不

是独立的导航系统（预计将来很可能发展为独立

的）。其发射的导航信号与ＧＰＳ相同，准天顶卫星

起到的作用相当于ＧＰＳ卫星。当然，准天顶系统

还具有高速通信功能，这是ＧＰＳ不具备的。

２．４　时间系统

对于准天顶卫星系统中的时间同步问题，将

由位于东京都小金井市的时间管理主站与星载原

子钟、与在冲绳的时间管理副站以及与设在日本

境内和海外的８～９个卫星定轨站之间的时间保

持准确同步。星载原子钟与地面站之间的时间同

步将由双向比对方法完成［５，６］。对于系统内各个

部分时间的同步，针对具体的情况和条件限制，也

可能采用不同时间传递技术相结合的方法。表２

给出了拟采用的高精度时间比对方法的比较。由

于该系统卫星的运动速度将达到３ｋｍ／ｓ，所以还

需要对卫星跟踪天线和信号传递的精密时间进行

控制。

表２　拟采用的高精度时间比对方法比较

Ｔａｂ．２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Ｔｉｍ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ｂｅＡｄｏｐｔｅｄ

方法 卫星 精度／ｎｓ服务区域 天线跟踪 频率（波段）实时性

共视 ＧＰＳ ＜１０ 无 不需要 Ｌ ×

共视 ＱＺＳＳ ＜１０ 无 不需要 Ｌ ×

双向 ＧＥＯ ＜１ 有 不需要 Ｋｕ √

双向 ＱＺＳＳ ＜１ 有 需要 Ｋｕ √

　　星载原子钟定为小型氢钟，它的研制由信息

与通信研究所（ＮＩＣＴ）担任
［７，８］。对这种原子钟

的性能要求较高，要轻量化、长寿命化、低耗电力

化和耐震性好。表３给出了星载小氢钟的主要性

能指标要求。

表３　星载氢钟的目标性能

Ｔａｂ．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ｏｆＭａｓｅｒｏｎ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主要性能指标 指标要求

１×１０－１４（１００ｓ）

频率稳定度 ７×１０－１５（１０００ｓ）

５×１０－１５（１００００ｓ）

对温度的敏感度 Δ犳／犳／Δ犜＜１×１０－１４／℃

对磁场的敏感度 Δ犳／犳／Δ犎＜１×１０－１３／Ｇ

对加速度的容许量 ＞２０Ｇ

重量 ＜８０ｋｇ

功率消耗 ＜１３５Ｗ

寿命 ＞１３ａ

量子部分：６５０×４１０×４１０

体积／ｍｍ３ 电子部分：４００×３００×１５０

基础部分：４５０×７００×２０

　　准天顶卫星系统的时间溯源为日本的标准时

间，由日本信息与通信研究所（ＮＩＣＴ）维持和发

布，它将通过卫星双向方法与 ＧＰＳ的时间源

ＵＴＣ（ＵＳＮＯ）（由美国海军天文台（ＵＳＮＯ）维持

与发布）保持同步，目标是要使系统时间与 ＧＰＳ

时间在任何２４ｈ内的同步准确度小于３ｎｓ。该

系统将采用与ＧＰＳ系统相同的秒计数方式，不加

润秒，与ＧＰＳ有相同的秒数。两系统的时间差在

准天顶卫星系统发播的导航信息中加播，发给用

户。在进行时间管理和时间同步等试验研究的部

分内容包括：① 星载钟与地面标准时间的时间同

步试验；② 在轨时间比对单元性能的监测；③ 对

星载钟时刻误差的推定方法；④ 系统时间与ＧＰＳ

时间之差的推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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