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8-15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warf Planet Ceres Has Salty
Ocean Deep Underground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8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in 17 [in] prep.按照（表示方式）；从事于；在…之内 adv.进入；当选；（服装等）时髦；在屋里 adj.在里面的；时髦的 n.执政
者；门路；知情者 n.(In)人名；(中)演(广东话·威妥玛)；(柬)殷(用于名字第一节)，因；(日)寅(名)

3 of 15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that 15 [ðæt, 弱ðət, ðt] pron.那；那个 adv.那么；那样 conj.因为；以至于 adj.那；那个 n.(That)人名；(德)塔特

5 is 1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6 to 12 [强 tu:, 弱 tu, 辅音前弱tə, t] adv.向前；（门等）关上 prep.到；向；（表示时间、方向）朝…方向 n.(To)人名；(柬)多；(中)脱(普
通话·威妥玛)

7 Ceres 10 ['siəri:z] n.刻瑞斯（谷类的女神）

8 planet 8 ['plænit] n.行星 n.(Planet)人名；(法)普拉内；(西、葡)普拉内特

9 dwarf 7 [dwɔ:f] vi.变矮小 n.侏儒，矮子 vt.使矮小 adj.矮小的

10 surface 7 ['sə:fis] n.表面；表层；外观 adj.表面的，肤浅的 vi.浮出水面 vt.使浮出水面；使成平面 n.(Surface)人名；(英)瑟菲斯

11 for 6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2 liquid 6 ['likwid] adj.液体的；清澈的；明亮的；易变的 n.液体，流体；流音

13 or 6 conj.或，或者；还是；要不然 n.(Or)人名；(中)柯(广东话·威妥玛)；(柬)奥；(土、匈、土库、阿塞、瑞典)奥尔

14 this 6 [ðis, 弱ðəs] pron.这；这个；这里 adj.这；本；这个；今 adv.这样地；这么 n.(This)人名；(法)蒂斯

15 and 5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6 it 5 [ɪt] pron.[指无生命的东西、动物、植物]它；这；那 pron.指已提到或将提及的事物、活动、经验、抽象观念等 pron.在不分性
别或情况不详时指代 pron.作无人称动词的主语，表示天气、时日、距离、状态、温度等等 abbr.信息技术
informationtechnology

17 large 5 [lɑ:dʒ] adj.大的；多数的；广博的 adv.大大地；夸大地 n.大 n.(Large)人名；(英)拉奇；(法)拉尔热

18 reservoir 5 ['rezəvwɑ:] n.水库；蓄水池

19 scientists 5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20 water 5 n.水；海水；雨水；海域，大片的水 vt.使湿；供以水；给…浇水 vi.加水；流泪；流口水 n.(Water)人名；(英)沃特

21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2 as 4 [æz] conj.因为；随着；虽然；依照；当…时 prep.如同；当作；以…的身份 adv.同样地；和…一样的

23 by 4 prep.通过；被；依据；经由；在附近；在……之前 adv.通过；经过；附近；[互联网]白俄罗斯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

24 from 4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5 kilometers 4 n. 千米，公里（kilometer复数形式）

26 object 4 ['ɔbdʒikt, -dʒekt, əb'dʒekt] n.目标；物体；客体；宾语 vt.提出…作为反对的理由 vi.反对；拒绝

27 On 4 [ɔn, ɔ:n, ən, n] adv.向前地；作用中，行动中；继续着 prep.向，朝……；关于；在……之上；在……时候 adj.开着的；发生着
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28 salty 4 ['sɔ:lti] adj.咸的；含盐的

29 study 4 ['stʌdi] n.学习，研究；课题；书房；学问 vt.学习；考虑；攻读；细察 vi.研究；用功 n.(Study)人名；(英)斯塔迪

30 there 4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31 world 4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2 about 3 [ə'baut] prep.关于；大约 adj.在附近的；四处走动的；在起作用的 adv.大约；周围；到处 n.大致；粗枝大叶；不拘小节的
人 n.(About)人名；(法)阿布

33 adj 3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34 be 3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5 below 3 [bi'ləu] adv.在下面，在较低处；在本页下面 prep.在…下面 n.(Below)人名；(英、德、芬、瑞典)贝洛

36 crater 3 ['kreitə] n.火山口；弹坑 vt.在…上形成坑；取消；毁坏 vi.形成坑；消亡

37 has 3 v.有，吃，得到，从事，允许，雇用，享有（have的第三人称单数）；（亲属关系中）接受；拿；买到



38 life 3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39 moon 3 [mu:n] n.月亮；月球；月光；卫星 vi.闲荡；出神 vt.虚度 n.(Moon)人名；(瑞典)莫恩；(柬)蒙；(英)穆恩；(缅)孟

40 nature 3 ['neitʃə] n.自然；性质；本性；种类 n.(Nature)人名；(法)纳蒂尔

41 ocean 3 ['əuʃən] n.海洋；大量；广阔 n.(Ocean)人名；(罗)奥切安

42 scale 3 [skeil] n.规模；比例；鳞；刻度；天平；数值范围 vi.衡量；攀登；剥落；生水垢 vt.测量；攀登；刮鳞；依比例决定 n.
(Scale)人名；(意)斯卡莱

43 small 3 [smɔ:l] adj.少的，小的；微弱的；几乎没有的；不重要的；幼小的 adv.小小地；卑鄙地 n.小件物品；矮小的人 n.(Small)人
名；(英)斯莫尔

44 something 3 ['sʌmθiŋ] pron.某事；某物 n.重要的人；值得重视的事 adv.非常；有点；大约 adj.大约；有点象

45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46 we 3 [wi:弱 wi] pron.我们（主格）；笔者，本人（作者或演讲人使用）；朕，寡人 n.(We)人名；(缅)韦

47 adv 2 ['ædvɜːb] abbr. 副词（=adverb）

48 are 2 [强ɑ:, 弱ə] v.是（be的第二人称单复数现在式） n.公亩 n.(Are)人名；(意、西、芬)阿雷

49 around 2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50 asteroid 2 ['æstərɔid] n.[天]小行星；[无脊椎]海盘车；小游星 adj.星状的

51 at 2 prep.在（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地点、场所、位置、空间）；以（某种价格、速度等）；向；达；因为；朝；忙于 n.阿特（老
挝货币基本单位att）；[化]砹（极不稳定放射性元素） abbr.密封的（airtight）；气温（airtemperature）

52 belt 2 [belt] n.带；腰带；地带 vt.用带子系住；用皮带抽打 vi.猛击 n.(Belt)人名；(英、法、德、西)贝尔特

53 but 2 [强 bʌt, 弱 bət, bʌt] conj.但是；而是；然而 adv.仅仅，只 prep.除…以外 n.(But)人名；(俄、罗)布特；(越)笔

54 cold 2 [kəuld] adj.寒冷的；冷淡的，不热情的；失去知觉的 n.寒冷；感冒 adv.完全地

55 dawn 2 [dɔ:n] n.黎明；开端 vt.破晓；出现；被领悟 n.(Dawn)人名；(西)道恩

56 especially 2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57 geologically 2 [,dʒiə'lɔdʒikəli] adv.从地质学角度

58 global 2 ['gləubəl] adj.全球的；总体的；球形的

59 Jupiter 2 ['dʒu:pitə] n.[天]木星；朱庇特（罗马神话中的宙斯神）

60 land 2 [lænd] n.国土；陆地；地面 vt.使…登陆；使…陷于；将…卸下 vi.登陆；到达 n.(Land)人名；(英、德、葡、瑞典)兰德

61 living 2 ['liviŋ] adj.活的；现存的；活跃的；逼真的 n.生活；生存；生计 v.生活；居住（live的ing形式）；度过 n.(Living)人名；
(英)利文

62 major 2 ['meidʒə] adj.主要的；重要的；主修的；较多的 n.[人类]成年人；主修科目；陆军少校 vi.主修 n.(Major)人名；(西)马霍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63 microbial 2 [mai'krəubiəl] adj.微生物的；由细菌引起的

64 musto 2 n. 马斯托

65 nasa 2 ['næsə; 'nei-] abbr.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 n.(Nasa)人名；(塞)纳莎

66 news 2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67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68 pete 2 [pi:t] n.保险箱，银箱

69 place 2 [pleis] n.地方；住所；座位 vt.放置；任命；寄予 vi.名列前茅；取得名次 n.(Place)人名；(罗)普拉切；(法)普拉斯；(英)普
莱斯

70 planetary 2 ['plænitəri] adj.行星的

71 planets 2 [p'lænɪts] 行星

72 quite 2 [kwait] adv.很；相当；完全

73 raymond 2 ['reimənd] n.雷蒙德（男子名）

74 regional 2 ['ri:dʒənəl] adj.地区的；局部的；整个地区的

75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76 said 2 adj.上述的，该 v.说（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aid)人名；(西、塞、哈萨克、乌兹、吉尔、塔吉、土库、阿塞、阿拉
伯)赛义德

77 salt 2 [sɔ:lt] n.盐；风趣，刺激性 adj.咸水的；含盐的，咸味的；盐腌的；猥亵的 vt.用盐腌；给…加盐；将盐撒在道路上使冰或
雪融化 n.(Salt)人名；(西)萨尔特；(英)索尔特



78 say 2 [sei] vt.讲；说明；例如；声称；假设；指明 vi.讲；表示；念；假定；背诵 n.(Say)人名；(土)萨伊；(法、老、柬)赛；(英)
塞伊；(匈、罗)绍伊

79 scientist 2 ['saiəntist] n.科学家

80 story 2 ['stɔ:ri] n.故事；小说；新闻报道；来历；假话 vt.用历史故事画装饰 vi.说谎 n.(Story)人名；(英)斯托里

81 their 2 [ðεə, 弱ðər] pron.他们的，她们的；它们的 n.(Their)人名；(英)蒂尔；(芬、瑞典)泰尔

82 want 2 [wɔnt, wɔ:nt] vt.需要；希望；应该；缺少 n.需要；缺乏；贫困；必需品 vi.需要；缺少

83 way 2 [wei] n.方法；道路；方向；行业；习惯 adv.大大地；远远地 adj.途中的 n.(Way)人名；(中)见Wei；(英、缅)韦

84 when 2 conj.考虑到；既然；当…时；在…时；如果 adv.什么时候，何时；（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在那时；其时；当时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85 where 2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86 wide 2 [waid] adj.广泛的；宽的，广阔的；张大的；远离目标的 adv.广泛地；广阔地；充分地 n.大千世界 n.(Wide)人名；(瑞典、
芬)维德

87 with 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88 active 1 ['æktiv] adj.积极的；活跃的；主动的；有效的；现役的 n.主动语态；积极分子

89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90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91 ago 1 [ə'gəu] adv.以前，以往 adj.以前的；过去的 n.(Ago)人名；(英、西、意、塞、瑞典)阿戈

92 any 1 ['eni] adj.任何的；所有的；丝毫 pron.任何；任何一个；若干 adv.稍微；少许 n.(Any)人名；(法、罗)阿尼

93 appear 1 vi.出现；显得；似乎；出庭；登场

94 areas 1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95 astronomy 1 [ə'strɔnəmi] n.天文学

96 based 1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97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98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99 beyond 1 [bi'jɔnd] prep.超过；越过；那一边；在...较远的一边 adv.在远处；在更远处 n.远处

100 bodies 1 英 ['bɒdi] 美 ['bɑːdi] n. 身体；主体；正文；主要部分；尸体；躯体；团体 v. 赋…以形体

101 body 1 ['bɔdi] n.身体；主体；大量；团体；主要部分 vt.赋以形体 n.(Body)人名；(英、法、罗)博迪

102 bomb 1 [bɔm] vt.轰炸，投弹于 vi.轰炸，投弹；失败 n.炸弹

103 breaks 1 [b'reɪks] n. 断裂 名词break的复数形式.

104 bright 1 [brait] adj.明亮的，鲜明的；聪明的；愉快的 adv.明亮地；光明地；欢快地 n.车头灯光 n.(Bright)人名；(英)布赖特

105 Bryan 1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106 can 1 vt.将…装入密封罐中保存 aux.能；能够；可以；可能 n.罐头；（用金属或塑料制作的）容器；（马口铁或其他金属制作
的）食品罐头

107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108 carol 1 ['kærəl] vi.欢乐地歌唱；唱耶诞颂歌 n.颂歌，赞美诗；欢乐之歌 vt.欢唱；歌颂 n.(Carol)人名；(英)卡罗尔，卡萝尔(女名)

109 case 1 [keis] n.情况；实例；箱 vt.包围；把…装于容器中 n.(Case)人名；(英)凯斯；(西)卡塞；(法)卡斯

110 Castillo 1 n.卡斯蒂略（人名）

111 caused 1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112 centered 1 ['sentəd] adj.居中的；有圆心的 v.集中；居中（c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13 cer 1 n.陶瓷

114 certain 1 ['sə:tən] adj.某一；必然的；确信；无疑的；有把握的 pron.某些；某几个 n.(Certain)人名；(葡)塞尔塔因；(法)塞尔坦

115 circle 1 ['sə:kl] n.循环，周期；圆；圈子；圆形物 vi.盘旋，旋转；环行 vt.画圆圈；环绕…移动

116 classed 1 英 [klɑːs] 美 [klæs] n. 等级；阶级；阶层；班级；课；[生]纲；<口>出色的风度 v. 分类

117 close 1 [kləuz] adj.紧密的；亲密的；亲近的 vt.关；结束；使靠近 vi.关；结束；关闭 adv.紧密地 n.结束 n.(Close)人名；(西)克洛
塞；(英、法)克洛斯

118 collections 1 [kə'lekʃənz] n. 收集；收藏 名词collection的复数形式.

119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120 communications 1 英 [kəmjuːnɪ'keɪʃ(ə)nz] 美 [kəˌmjuːnɪ'keɪʃənz] n. 通信技术；通讯设备 名词communication的复数形式.

121 comparison 1 [kəm'pærisən] n.比较；对照；比喻；比较关系

122 conditions 1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123 confirm 1 [kən'fə:m] vt.确认；确定；证实；批准；使巩固

124 considered 1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125 considering 1 [kən'sidəriŋ] prep.考虑到；就...而论 conj.考虑到 v.考虑到（consider的ing形式）

126 contains 1 [kən'teɪnz] v. 包含 动词contai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27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128 country 1 n.国家，国土；国民；乡下，农村；乡村；故乡 adj.祖国的，故乡的；地方的，乡村的；国家的；粗鲁的；乡村音
乐的

129 cover 1 vt.包括；采访，报导；涉及；行走（一段路程）；掩护；翻唱 n.封面，封皮；盖子；掩蔽物;幌子，借口 vi.覆盖；代
替；敷衍；给…投保； n.(Cover)人名；(英)科弗；(意)科韦尔

130 crashed 1 [kræʃt] adj.失事的 v.碰撞，坠落，破产，垮台（crash的过去式）；崩溃

131 created 1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132 data 1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133 deep 1 [di:p] n.深处；深渊 adj.深的；低沉的；深奥的 adv.深入地；深深地；迟 n.(Deep)人名；(英)迪普

134 degree 1 [di'gri:] n.程度，等级；度；学位；阶层

135 describe 1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136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137 does 1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138 dunham 1 n.(Dunham)人名；(英)邓纳姆

139 earlier 1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140 earth 1 n.地球；地表，陆地；土地，土壤；尘事，俗事；兽穴 vt.把（电线）[电]接地；盖（土）；追赶入洞穴 vi.躲进地洞

141 editor 1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142 else 1 [els] adv.其他；否则；另外 adj.别的；其他的 n.(Else)人名；(英)埃尔斯；(德)埃尔泽；(芬、丹)埃尔塞

143 enceladus 1 [en'selədəs] n.（希腊）恩克拉多斯

144 English 1 ['iŋgliʃ] adj.英国人的；英国的；英文的 n.英语；英国人；英文；英格兰人 vt.把…译成英语

145 entire 1 [in'taiə] adj.全部的，整个的；全体的 n.(Entire)人名；(英)恩泰尔

146 escape 1 vt.逃避，避开，避免；被忘掉；被忽视 vi.逃脱；避开；溜走；（气体，液体等）漏出；（未受伤或只受了一点伤害
而）逃脱；声音（不自觉地）由…发出 n.逃跑；逃亡；逃走；逃跑工具或方法；野生种；泄漏

147 Europa 1 [juə'rəupə] n.欧罗巴（腓尼基王阿革诺耳之女）；[天]木卫二

148 even 1 ['i:vən] adj.[数]偶数的；平坦的；相等的 adv.甚至；即使；还；实际上 vt.使平坦；使相等 vi.变平；变得可比较；成为相
等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149 ever 1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150 evidence 1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151 examining 1 adj.审查的；考试的 v.检查；审讯；进行考试（examine的ing形式）

152 explosion 1 n.爆炸；爆发；激增 n.（Explosion）《引爆者》（一部中国动作、犯罪电影）。

153 extent 1 [ik'stent] n.程度；范围；长度

154 extremely 1 [ik'stri:mli] adv.非常，极其；极端地

155 falling 1 ['fɔ:liŋ] adj.下降的；落下的 n.下降；落下；陷落 v.落下（fall的ing形式） n.(Falling)人名；(瑞典)法林

156 finding 1 ['faindiŋ] n.发现；裁决；发现物 v.找到；感到（find的ing形式）；遇到

157 findings 1 ['faɪndɪŋz] n. 调查(或研究)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

158 flew 1 [flu:] v.飞，飞翔（fly的过去式） n.(Flew)人名；(英)弗卢

159 formation 1 [fɔ:'meiʃən] n.形成；构造；编队

160 formed 1 [fɔ:md] adj.成形的，成形 v.成形加工（form过去时形式）

161 freezing 1 ['fri:ziŋ] adj.冰冻的；严寒的；冷冻用的



162 gathered 1 ['gæðəɒ] adj. 聚集的；集合的 动词ga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63 gathering 1 ['gæðəriŋ] n.聚集；集会；收款 v.聚集（gather的ing形式）

164 geoscience 1 ['dʒi（:）əu'saiəns] n.地球科学

165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166 ground 1 n.地面；土地；范围；战场;根据 vt.使接触地面；打基础；使搁浅 vi.着陆；搁浅 adj.土地的；地面上的；磨碎的；磨
过的 v.研磨（grind的过去分词）；压迫

167 have 1 [hæv, 弱həv, əv, v] vt.有；让；拿；从事；允许 aux.已经 n.(Have)人名；(芬)哈韦；(德)哈弗

168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169 hit 1 [hit] vt.打击；袭击；碰撞；偶然发现；伤…的感情 vi.打；打击；碰撞；偶然碰上 n.打；打击；（演出等）成功；讽刺

170 hole 1 [həul] n.洞，孔；洞穴，穴；突破口 vi.凿洞，穿孔；（高尔夫球等）进洞 vt.凿洞 n.(Hole)人名；(瑞典、挪)霍勒；(英)霍
尔

171 home 1 [həum] n.家，住宅；产地；家乡；避难所 adv.在家，回家；深入地 adj.国内的，家庭的；有效的 vt.归巢，回家 n.(Home)
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172 however 1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接副词或形容词）；然而；可是 conj.无论以何种方式;不管怎样

173 hundreds 1 ['hʌndrədz] n. 数百；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

174 icy 1 ['aisi] adj.冰冷的；冷淡的；结满冰的

175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76 interest 1 ['intrist, 'intər-] n.兴趣，爱好；利息；趣味；同行 vt.使……感兴趣；引起……的关心；使……参与

177 into 1 ['intu:, -tu, -tə] prep.到…里；深入…之中；成为…状况；进入到…之内 n.(Into)人名；(芬、英)因托

178 investigator 1 [in'vestigeitə] n.研究者；调查者；侦查员

179 involving 1 [ɪn'vɒlvɪŋ] adj.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

180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81 jet 1 [dʒet] n.喷射，喷嘴；喷气式飞机；黑玉 adj.墨黑的 vt.射出 vi.射出；[航]乘喷气式飞机

182 julie 1 ['dʒu:li] n.朱莉（女子名）

183 kilometer 1 ['kiləumi:tə] n.[计量]公里；[计量]千米（等于kilometre）

184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185 laboratory 1 [lə'bɔrətəri] n.实验室，研究室

186 lacks 1 [læk] n. 缺乏；无 v. 缺乏；不足

187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188 lead 1 [[li:d] [led]] n.领导；铅；导线；榜样 vt.领导；致使；引导；指挥 vi.领导；导致；用水砣测深 adj.带头的；最重要的 n.
(Lead)人名；(英)利德

189 learning 1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90 least 1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191 level 1 ['levəl] n.水平；标准；水平面 adj.水平的；平坦的；同高的 vi.瞄准；拉平；变得平坦 vt.使同等；对准；弄平 n.(Level)人
名；(法)勒韦尔

192 like 1 [laik] vt.喜欢；想；愿意 vi.喜欢；希望 prep.像；如同 adj.同样的；相似的 n.爱好；同样的人或物 adv.可能 conj.好像

193 looks 1 [lʊks] n. 外貌(恒用复数)

194 Lynn 1 [lin] n.林恩（姓氏）

195 made 1 [meid] adj.成功的；创造的 v.做，使，安排（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ade)人名；(塞)马德

196 makes 1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197 Mars 1 [mɑ:z] n.战神；[天]火星

198 material 1 [mə'tiəriəl] adj.重要的；物质的，实质性的；肉体的 n.材料，原料；物资；布料

199 matters 1 ['mætəz] n. 事情 名词matter的复数形式.

200 microscope 1 ['maikrəskəup] n.显微镜

201 million 1 ['miljən] n.百万；无数 adj.百万的；无数的 num.百万 n.(Million)人名；(法、罗、埃塞)米利翁

202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203 most 1 [məust] adv.最；非常，极其；最多；几乎 adj.大部分的，多数的；最多的 n.大部分，大多数 n.(Most)人名；(德、俄、



法、芬、捷、英)莫斯特

204 necessity 1 [ni'sesəti, nə-] n.需要；必然性；必需品

205 Neptune 1 ['neptju:n] n.[天]海王星；海神

206 new 1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207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08 noticeable 1 ['nəutisəbl] adj.显而易见的，显著的；值得注意的

209 oceans 1 ['əʊʃnz] n. 大洋

210 one 1 [wʌn] pron.一个人；任何人 adj.一的；唯一的 n.一 num.一；一个 n.(One)人名；(老)温

211 only 1 ['əunli] adv.只，仅仅；不料 adj.唯一的，仅有的；最合适的 conj.但是；不过；可是

212 openings 1 ['əʊpənɪŋz] n. 开口；开始；职位空缺；机遇 名词opening的复数形式.

213 organisms 1 有机体

214 part 1 n.部分；角色；零件；一些；片段 vt.分离；分配；分开 vi.断裂；分手 adv.部分地 adj.部分的 n.(Part)人名；(英、瑞典)帕
特；(泰)巴；(法)帕尔

215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216 Pluto 1 ['plu:təu] n.[天]冥王星；冥王

217 point 1 [pɔint] n.要点；得分；标点；[机]尖端 vt.指向；弄尖；加标点于 vi.表明；指向 n.(Point)人名；(法)普安

218 possibility 1 [,pɔsə'biləti] n.可能性；可能发生的事物

219 presence 1 ['prezəns] n.存在；出席；参加；风度；仪态

220 processes 1 n.过程；[计]进程（process的复数） v.处理（process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加工

221 produce 1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222 propulsion 1 [prəu'pʌlʃən] n.推进；推进力

223 provides 1 [prə'vaɪd] v. 供给；提供；准备；规定；抚养

224 publications 1 [prblɪ'keɪans] n. 出版物 名词publication的复数形式.

225 qualities 1 [统计] 质

226 reached 1 到达

227 relates 1 [rɪ'leɪt] v. 叙述；使有联系；有关联；涉及；符合；发生共鸣

228 released 1 [rɪ'liː st] v. 释放；让予；准予发表，发布，发行；免除，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9 remains 1 [ri'meinz] n.残余；遗骸

230 reported 1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231 required 1 [rɪ'kwaɪəd] adj. 必需的

232 research 1 n.研究；调查 vi.研究；调查 vt.研究；调查 [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

233 researchers 1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234 rich 1 adj.富有的；肥沃的；昂贵的 adj.油腻的，含有很多脂肪 n.(Rich)人名；(丹)里克；(捷)里赫；(英、西)里奇；(葡、法)里什

235 right 1 [rait] adj.正确的；直接的；右方的 vi.复正；恢复平稳 n.正确；右边；正义 adv.正确地；恰当地；彻底地 vt.纠正 n.(Right)
人名；(英)赖特

236 rocks 1 n.[岩]岩石，岩礁；岩石礁石（rock复数形式） v.轻轻摇摆；发抖；演唱摇滚乐（rock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Rocks)
人名；(英、德)罗克斯

237 round 1 [raund] n.圆；循环；一回合；圆形物 adj.圆的；完全的；大概的；肥胖的 adv.在周围；迂回地；朝反方向；挨个 vt.完
成；围捕；绕行；弄圆 vi.进展；变圆；环行；发胖 prep.附近；绕过；大约；在…周围 n.(Round)人名；(英)朗德

238 salts 1 [sɔː lt] n. 盐；刺激；盐类 vt. 用盐腌；加盐于

239 Saturn 1 ['sætən] n.[天]土星；农业之神（罗马神话中的一个形象）

240 section 1 n.截面；部分；部门；地区；章节 vi.被切割成片；被分成部分 vt.把…分段；将…切片；对…进行划分

241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242 separate 1 vt.使分离；使分开；使分居 vi.分开；隔开；分居 adj.单独的；分开的；不同的；各自的； n..分开；抽印本

243 service 1 ['sə:vis] n.服务，服侍；服役；仪式 adj.服务性的；耐用的；服现役的 vt.维修，检修；保养 n.(Service)人名；(英)瑟维斯

244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245 she 1 [ʃi:] pron.她（主格）；它（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船舶、地球、月亮等） n.女人；雌性动物 n.(She)人名；(中)佘(普通



话·威妥玛)

246 size 1 [saiz] n.大小；尺寸 adj.一定尺寸的 vt.依大小排列 vi.可比拟

247 sky 1 [skai] n.天空；顶点 vt.把…投向空中；把…挂得过高 vi.踢或击高空球；把桨叶翘得过高；飞涨 n.(Sky)人名；(英)斯凯

248 slowly 1 ['sləuli] adv.缓慢地，慢慢地

249 solar 1 ['səulə] adj.太阳的；日光的；利用太阳光的；与太阳相关的 n.日光浴室 n.(Solar)人名；(法、英、意、西、塞、捷)索拉尔

250 some 1 adj.一些；某个；大约；相当多的 pron.一些；若干；其中的一部分；（数量不确切时用）有些人 adv.非常；相当；<美
>稍微

251 space 1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252 spacecraft 1 ['speiskrɑ:ft, -kræft] n.[航]宇宙飞船，航天器

253 started 1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4 stored 1 [stɔː d] adj. 存信息的；存储的 动词st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5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56 suggest 1 vt.提议，建议；启发；使人想起；显示；暗示

257 sun 1 [sʌn] n.太阳 vt.使晒 vi.晒太阳 n.(Sun)人名；(中)孙(普通话·威妥玛)；(柬)孙；(缅)素；(土)松

258 support 1 [sə'pɔ:t] vt.支持，支撑，支援；扶持，帮助；赡养，供养 n.支持，维持；支援，供养；支持者，支撑物

259 sure 1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260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61 technical 1 ['teknikəl] adj.工艺的，科技的；技术上的；专门的

262 tell 1 [tel] vt.告诉，说；辨别；吩咐；断定 vi.讲述；告发，泄密；识别 n.(Tell)人名；(英、德、瑞典)特尔；(罗、意)泰尔；(阿
拉伯)塔勒

263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64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265 though 1 [ðəu] adv.可是，虽然；不过；然而 conj.虽然；尽管 prep.但

266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267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68 triton 1 ['traitən] n.[核]氚核；法螺

269 true 1 [tru:] adj.真实的；正确的 adv.真实地；准确地 n.真实；准确 vt.装准 n.(TRUE)人名；(英)特鲁

270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71 under 1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272 underground 1 ['ʌndəgraund] adv.在地下；秘密地 adj.地下的；秘密的；先锋派的 n.地下；地铁；地道；地下组织；秘密活动；
先锋派团体

273 us 1 pron.我们

274 very 1 ['veri] adj.恰好是，正是；甚至；十足的；特有的 adv.非常，很；完全 n.(Very)人名；(英)维里

275 VOA 1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276 volcanoes 1 英 [vɒl'keɪnəʊ] 美 [vɑːl'keɪnoʊ] n. 火山

277 what 1 [hwɔt, hwʌt, 弱hwət] pron.什么；多么；多少 adj.什么；多么；何等 adv.到什么程度，在哪一方面 int.什么；多么

278 whether 1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279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280 whole 1 [həul] adj.完整的；纯粹的 n.整体；全部

281 will 1 [wɪl] n.意志；决心；情感；遗嘱；意图；心愿 vt.决心要；遗赠；用意志力使 vi.愿意；下决心 aux.将；愿意；必须

282 words 1 [wə:dz] n.[计]字（word的复数）；话语；言语 v.用言语表达（word的三单形式）

283 work 1 n.工作；[物]功；产品；操作；职业；行为；事业；工厂；著作；文学、音乐或艺术作品 vt.使工作；操作；经营；使缓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284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285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286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