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8-23 [Education Report] Space University Program Prepares
Scientists to Battle Health Crises 词汇表词汇表

1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2 abo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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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4 act 1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5 activities 2 英 [æk'tɪvɪtɪ] 美 [æk'tɪvəti] n. 活动；活跃 vt. 表演 adj. 厉害

6 actual 1 ['æktʃuəl] adj.真实的，实际的；现行的，目前的

7 actually 3 adv.实际上；事实上

8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9 affected 1 [ə'fektid] adj.受到影响的；做作的；假装的 vt.影响；假装；使…感动（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 age 4 [eidʒ] n.年龄；时代；寿命，使用年限；阶段 vi.成熟；变老 vt.使成熟；使变老，使上年纪 n.(Age)人名；(瑞典)阿格；(日)
扬(姓)；(西、荷)阿赫

11 agency 2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12 aid 1 [eid] n.援助；帮助；助手；帮助者 vt.援助；帮助；有助于 vi.帮助 n.(Aid)人名；(阿拉伯、印、英)艾德

13 all 2 [ɔ:l] adj.全部的 adv.全然地；越发 n.全部 pron.全部 n.(All)人名；(瑞典)阿尔；(英)奥尔

14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15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6 alumni 5 n.（统称）校友，毕业生

17 American 2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18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9 and 20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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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rea 2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22 areas 5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23 around 3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24 artificial 2 [,ɑ:ti'fiʃəl] adj.人造的；仿造的；虚伪的；非原产地的；武断的

25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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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27 aspects 1 ['æspekts] 方面；方位；外观；外貌（aspect的复数）

28 assets 1 ['æset] n. 资产；优点；有用的东西

29 astronaut 1 ['æstrənɔ:t] n.宇航员，航天员；太空旅行者

30 astronauts 3 ['æstrənɔː ts] n. 宇航员 名词astronaut的复数.

31 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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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tmosphere 1 n.气氛；大气；空气

33 average 1 n.平均；平均数；海损 adj.平均的；普通的；通常的 vt.算出…的平均数；将…平均分配；使…平衡 vi.平均为；呈中
间色

34 awarded 1 英 [ə'wɔːd] 美 [ə'wɔːrd] n. 奖品；奖 v. 授予；给予；判给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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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battle 1 ['bætl] n.战役；斗争 vi.斗争；作战 vt.与…作战 n.(Battle)人名；(英)巴特尔；(法)巴特勒；(西)巴特莱

37 be 2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8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39 began 2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40 behavioral 1 [bi'heivjərəl] adj.行为的

41 better 1 [betə] n.长辈；较好者；打赌的人（等于bettor） adv.更好的；更多的；较大程度地 adj.较好的 vt.改善；胜过 vi.变得较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42 between 2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43 born 1 [bɔ:n] v.出世（bear的过去分词） adj.天生的 n.(Born)人名；(柬)邦；(英、西、俄、捷、德、瑞典、匈)博恩

44 broke 1 [brəuk] adj.一文不名的，破产的 v.打破，断掉（break的过去式） n.(Broke)人名；(英)布罗克

45 building 1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46 business 1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47 b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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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called 1 [kɔː l] vt. 呼叫；打电话；把 ...称为 n. 打电话；访问；召唤；呼叫；把 ... 看作 vi. 呼叫；(短暂的)拜访

49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50 c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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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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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challenges 1 ['tʃælɪndʒ] n. 挑战；邀请比赛；盘问；质疑 v. 向 ... 挑战；盘问；质疑

53 chance 1 [tʃɑ:ns, tʃæns] n.机会，际遇；运气，侥幸；可能性 vt.偶然发生；冒……的险 vi.碰巧；偶然被发现 n.(Chance)人名；(英)
钱斯

54 chawla 1 n. 舒拉

55 check 1 vt.检查，核对；制止，抑制；在…上打勾 vi.核实，查核；中止；打勾；[象棋]将一军 n.<美>支票；制止，抑制；检
验，核对 n.（英）切克（人名）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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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closely 2 ['kləusli] adv.紧密地；接近地；严密地；亲近地

58 college 1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59 Columbia 1 [kə'lʌmbiə] n.哥伦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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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communicate 1 vi.通讯，传达；相通；交流；感染 vt.传达；感染；显露

62 communication 1 n.通讯，[通信]通信；交流；信函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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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complete 1 [kəm'pli:t] adj.完整的；完全的；彻底的 vt.完成

65 computer 1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66 connected 1 [kə'nektid] adj.[计]连接的；有联系的；连贯的 v.连接（connect的过去式）

67 cook 1 [kuk] vt.烹调，煮 vi.烹调，做菜 n.厨师，厨子 n.(Cook)人名；(英、印)库克

68 cooperation 1 [kəu,ɔpə'reiʃən] n.合作，协作；[劳经]协力

69 countries 1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70 crew 1 [kru:] n.队，组；全体人员，全体船员 vi.一起工作 vt.使当船员 n.(Crew)人名；(英、西)克鲁

71 crises 2 ['kraisi:z] n.危机，紧要关头；危险期（crisis的复数形式）

72 current 1 ['kʌrənt] adj.现在的；流通的，通用的；最近的；草写的 n.（水，气，电）流；趋势；涌流 n.(Current)人名；(英)柯伦特

73 days 1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74 deals 1 [diː l] n. 协定；交易；大量 v. 应付；分配；处理；交易；经营

75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76 decisions 1 [dɪ'sɪʒn] n. 决定；决心；判决

77 definitely 1 ['definitli] adv.清楚地，当然；明确地，肯定地

78 depth 1 [depθ] n.[海洋]深度；深奥

79 development 1 [di'veləpmənt] n.发展；开发；发育；住宅小区（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摄]显影



80 different 5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81 digital 1 ['didʒitəl] adj.数字的；手指的 n.数字；键

82 directly 1 [英 [də̍ rektli] 美 [dɪˈrɛktli, daɪ-]] adv.直接地；立即；马上；正好地；坦率地 conj.一…就

83 director 1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84 distance 1 ['distəns] n.距离；远方；疏远；间隔 vt.疏远；把…远远甩在后面

85 documents 1 英 ['dɒkjumənt] 美 ['dɑːkjumənt] n. 文件；公文；文档 vt. 记载；(用文件等)证明

86 driving 1 ['draiviŋ] adj.强劲的；推进的；精力旺盛的 n.驾驶；操纵 v.驾驶（drive的ing形式）

87 during 2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88 duties 1 [djː tɪs] n. 税；职责 名词duty的复数形式.

89 dynamics 2 [dai'næmiks] n.动力学，力学

90 each 3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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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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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ducation 1 [,edju:'keiʃən] n.教育；培养；教育学

94 eighty 1 ['eiti] n.八十；八十岁；八十年代 adj.八十的，八十个的；八十岁的 num.八十

95 end 1 [end] n.结束；目标；尽头；末端；死亡 vi.结束，终止；终结 vt.结束，终止；终结 n.(End)人名；(英、德)恩德

96 ended 1 adj.结束的（end的过去分词）

97 Englis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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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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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101 examined 1 [ɪg'zæmɪnd] adj. 检查过的；诊察过的；测验过的 动词exam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2 exchanges 1 ['ɪks'tʃeɪndʒs] n. 票据交换总额 名词exchange的复数形式.

103 exercise 1 ['eksəsaiz] n.运动；练习；运用；操练；礼拜；典礼 vt.锻炼；练习；使用；使忙碌；使惊恐 vi.运动；练习

104 experience 1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105 expert 1 ['ekspə:t, ek'spə:t] adj.熟练的；内行的；老练的 n.专家；行家；能手 vt.当专家；在…中当行家 n.(Expert)人名；(法)埃克斯
佩

106 expertise 1 [,ekspə:'ti:z] n.专门知识；专门技术；专家的意见

107 experts 1 英 ['ekspɜːt] 美 ['ekspɜːr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108 explains 1 [ɪk'spleɪn] v. 说明；解释

109 exploration 2 [,eksplɔ:'reiʃən] n.探测；探究；踏勘

110 factors 1 英 ['fæktə(r)] 美 ['fæktər] n. 因素；因数；因子 vt. 把 ... 因素包括进去 vi. 作为因素

111 famous 1 ['feiməs] adj.著名的；极好的，非常令人满意的

112 February 1 ['februəri] n.二月

113 feel 1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114 female 1 ['fi:meil] adj.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n.女人；[动]雌性动物

115 Fields 2 n.域，字段；场设置（field复数形式） v.使上场（field的单三形式） n.(Fields)人名；(德、英、葡)菲尔茨

116 fight 1 [fait] vi.打架；与…打仗，与…斗争；反对…提案 n.打架；战斗，斗志

117 financial 1 [fai'nænʃəl] adj.金融的；财政的，财务的

118 first 3 [fə:st] adv.第一；首先；优先；宁愿 n.第一；开始；冠军 adj.第一的；基本的；最早的 num.第一 n.(First)人名；(英)弗斯
特；(捷)菲尔斯特

119 five 1 [faiv] n.五，五个；五美元钞票 num.五，五个 adj.五的；五个的 n.(Five)人名；(挪)菲弗

120 flight 2 [flait] n.飞行；班机；逃走 vt.射击；使惊飞 vi.迁徙 n.(Flight)人名；(英)弗莱特

121 focus 1 ['fəukəs] n.焦点；中心；清晰；焦距 vt.使集中；使聚焦 vi.集中；聚焦；调节焦距 n.(Focus)人名；(瑞典)福库斯

122 followed 1 ['fɒləʊd] n. 跟随的；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23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124 for 8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25 four 3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126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127 from 7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28 future 2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129 general 2 adj.一般的，普通的；综合的；大体的 n.一般；将军，上将；常规 n.(General)人名；(英)杰纳勒尔

130 generally 1 ['dʒenərəli] adv.通常；普遍地，一般地

131 George 1 [dʒɔ:dʒ] n.乔治（男子名）；自动操纵装置；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

132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33 given 3 adj.赠予的；沉溺的；规定的 prep.考虑到 v.给予（give的过去分词） n.(Given)人名；(英、土)吉文

134 giving 1 ['gɪvɪŋ] n. 给予；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

135 going 1 ['gəuiŋ] n.行为；离去；工作情况；地面状况 adj.流行的；进行中的；现存的 v.前进；出发；运转（go的ing形式） n.
(Going)人名；(英)戈因

136 graduates 1 ['ɡrædʒuət] n. 毕业生 vt. 毕业；标以刻度；定等级 vi. 毕业；获学位；逐渐变得 adj. 毕业的；获得学位的

137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38 groups 3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139 grow 2 [grəu] vi.发展；生长；渐渐变得… vt.使生长；种植；扩展 n.(Grow)人名；(英)格罗

140 growing 1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141 had 1 v.有；吃；得到（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ux.已经（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

142 harmful 1 ['hɑ:mful] adj.有害的；能造成损害的

143 h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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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hav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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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health 4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46 help 2 [help] vt.帮助；促进；治疗；补救 n.帮助；补救办法；帮忙者；有益的东西 vi.帮助；有用；招待 n.(Help)人名；(芬)海尔
普

147 her 1 pron.她（she的宾格）；她的（she的所有格）；她（指某个国家；一艘船） n.（法）埃尔（人名）

148 history 1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149 honoring 1 履行

150 how 9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51 humans 1 ['hjuːmənz] n.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

152 in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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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including 1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154 India 1 ['indiə] n.印度（南亚国家）

155 Indian 2 ['indiən] adj.印度的；印第安人的；印第安语的 n.印度人；印第安人；印第安语

156 individual 1 [,indi'vidjuəl, -dʒəl] adj.个人的；个别的；独特的 n.个人，个体

157 institutions 1 [ɪnstɪt'ju ʃːnz] n. 体系 名词institution的复数.

158 intelligence 2 n.智力；情报工作；情报机关；理解力；才智，智慧；天分

159 interactive 3 [,intər'æktiv] adj.交互式的；相互作用的

160 intergenerational 2 英 [ˌɪntədʒenə'reɪʃənl] 美 [ˌɪntədʒenə'reɪʃənəl] adj. 两代人之间的

161 international 2 n.国际组织；国际体育比赛；外国居留者；国际股票 adj.国际的；两国（或以上）国家的；超越国界的；国际
关系的；世界的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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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involved 1 [in'vɔlvd] adj.有关的；卷入的；复杂的 v.涉及；使参与；包含（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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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is 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66 isp 7 [ˌaɪes'piː ] abbr. 网络服务提供商（=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abbr. 临时系统程序（=Interim System Procedures） abbr. 内存储
程序（=Internally Stored Program）

167 issues 2 英 ['ɪʃjuːz] 美 ['ɪʃjʊz] n. 议题；债券；发行物；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

168 isu 3 abbr. [军] Itegrated Sight-Unit；整体式瞄准镜装置

169 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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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71 jessica 1 ['dʒesikə] n.杰西卡（女子名）

172 Jill 2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173 just 1 [dʒʌst] adv.只是，仅仅；刚才，刚刚；正好，恰好；实在；刚要 adj.公正的，合理的；正直的，正义的；正确的；公平
的；应得的 n.(Just)人名；(英)贾斯特；(法)朱斯特；(德、匈、波、捷、挪)尤斯特；(西)胡斯特

174 killed 1 [kild] adj.被杀死的；镇静的；隔开的 vt.杀（kill的过去分词）

175 knowledge 2 ['nɔlidʒ] n.知识，学问；知道，认识；学科 n.(Knowledge)人名；(南非)诺利奇

176 KTU 1 Korea Telephone Upgrade 朝鲜电话改进

177 languages 1 ['læŋɡwɪdʒɪz] n. 语言 名词language的复数形式.

178 latest 1 adv.最迟地；最后地 n.最新的事物 adj.最新的，最近的；最迟的，最后的

179 learned 2 ['lə:nid] adj.博学的；有学问的；学术上的 n.(Learned)人名；(英)勒尼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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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less 1 [les] adv.较少地；较小地；更小地 adj.较少的；较小的 prep.减去 n.较少；较小 n.(Less)人名；(德、意、匈、芬)莱斯

182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83 lik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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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linked 1 [liŋkt] adj.连接的；联合的；显示连环遗传的 v.连接；串联（link的过去分词）

185 listen 1 ['lisən] vi.听，倾听；听从，听信 n.听，倾听

186 Lu 3 abbr.手太阴肺经 n.(Lu)人名；(缅、柬)卢

187 machines 1 [mə'ʃiː n] n. 机器；做事效率高的人；工具；车辆 v. 以机器制造

188 mad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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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make 2 [meik] vt.使得；进行；布置，准备，整理；制造；认为；获得；形成；安排；引起；构成 vi.开始；前进；增大；被制
造 n.制造；构造；性情 n.(Make)人名；(塞、南非)马克

190 makers 1 n. 迈克（美国一家公司）

191 managers 1 ['mænɪdʒəz] 经理

192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93 medical 1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194 Meir 2 迈尔（男子名）

195 Members 3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196 men 1 ['fɔilzmən, men] n.男人，人类（man的复数） n.(Men)人名；(日)面(姓)；(葡)梅恩；(柬)孟

197 mission 3 ['miʃən] n.使命，任务；代表团；布道 vt.派遣；向……传教

198 mitigate 2 ['mitigeit] vt.使缓和，使减轻 vi.减轻，缓和下来

199 moment 1 n.片刻，瞬间，时刻；重要，契机 n.(Moment)人名；(英)莫门特

200 monitor 2 n.监视器；监听器；监控器；显示屏；班长 vt.监控

201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202 more 2 [mɔ:] adv.更多；此外；更大程度地 adj.更多的；附加的 pron.更多的数量 n.更多 n.(More)人名；(英、法)莫尔；(意、西、
以)莫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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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ch 2 [mʌtʃ] adv.非常，很 adj.大量的 n.许多，大量 pron.许多，大量 n.(Much)人名；(德)穆赫；(英)马奇

205 nasa 1 ['næsə; 'nei-] abbr.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 n.(Nasa)人名；(塞)纳莎



206 nationalities 2 [næʃə'nælɪtɪz] n. 民族 名词nationality的复数形式.

207 needed 1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08 network 2 ['netwə:k] n.网络；广播网；网状物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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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next 1 [nekst] adv.然后；下次；其次 adj.下一个的；其次的；贴近的 n.下一个 prep.靠近；居于…之后

211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12 observe 1 vt.庆祝 vt.观察；遵守；说；注意到；评论 vi.观察；说；注意到；评论

213 occurring 1 [ə'kə:riŋ] n.事件；事故；事变

214 of 25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15 official 1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216 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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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on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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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219 operates 1 英 ['ɒpəreɪt] 美 ['ɑːpəreɪt] v. 操作；运转；经营；动手术

220 o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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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organization 1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222 organizations 1 [ˌɔː ɡənaɪ'zeɪʃnz] n. 组织机构（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

223 other 4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24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25 over 1 ['əuvə] adv.结束；越过；从头到尾 prep.越过；在…之上；遍于…之上 adj.结束的；上面的 vt.越过 n.(Over)人名；(俄、
西、土)奥韦尔

226 painful 1 ['peinfl] adj.痛苦的；疼痛的；令人不快的

227 pandemic 6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228 pa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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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participants 11 [pɑ 'ːtɪsɪpənts] adj. 有份的；n

230 particular 2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231 particularly 1 [pə'tikjuləli] adv.特别地，独特地；详细地，具体地；明确地，细致地

232 people 3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33 perform 1 [pə'fɔ:m] vt.执行；完成；演奏 vi.执行，机器运转；表演

234 period 1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235 physical 1 adj.[物]物理的；身体的；物质的；根据自然规律的，符合自然法则的 n.体格检查

236 pl 1 abbr.分界线（PartingLine）；合用线（PartyLine）；有效负载（PayLoad）；信号灯（PilotLamp）；复数（plural，等于pl）

237 planet 1 ['plænit] n.行星 n.(Planet)人名；(法)普拉内；(西、葡)普拉内特

238 plant 1 [plɑ:nt, plænt] n.工厂，车间；植物；设备；庄稼 vt.种植；培养；栽培；安置 vi.种植 n.(Plant)人名；(英、西、意)普兰
特；(法)普朗

239 plus 1 [plʌs] n.正号，加号；好处；附加额 adj.正的；附加的 prep.加，加上 n.(Plus)人名；(德)普卢斯

240 practical 1 ['præktikəl] adj.实际的；实用性的

241 prepare 1 [pri'pεə] vt.准备；使适合；装备；起草 vi.预备；做好思想准备

242 prepared 1 adj.准备好的 v.准备（prepare的过去分词）

243 prepares 1 英 [prɪ'peə(r)] 美 [prɪ'per] v. 预备；准备

244 presentation 1 n.展示；描述，陈述；介绍；赠送

245 presentations 1 n. 展示；自我介绍；业务陈述（presentation的复数形式）

246 prevent 1 [pri'vent, pri:-] vt.预防，防止；阻止 vi.妨碍，阻止

247 produced 1 [prəu'dju:st] v.产生；制造（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创作 adj.引长的；畸形地伸长的



248 program 14 ['prəugræm, -grəm] n.程序；计划；大纲 vt.用程序指令；为…制订计划；为…安排节目 vi.编程序；安排节目；设计电
脑程式

249 programs 1 [p'rəʊɡræmz] n. 程序；节目；课程（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

250 projects 1 [p'rədʒekts] [ projected ]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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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purpose 1 ['pə:pəs] n.目的；用途；意志 vt.决心；企图；打算

253 real 2 ['riəl, ri:l] adj.实际的；真实的；实在的 adv.真正地；确实地 n.现实；实数 n.(Real)人名；(德、西、葡、法)雷亚尔；(英)里
尔

254 received 1 [ri'si:vd] adj.被一般承认的；被认为标准的 v.收到；接受；迎接（receive的过去分词）

255 reenter 1 [,ri:'entə] n.重进入，再加入 vt.重新加入 vi.重新入内，重返

256 related 3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257 relationships 1 [rɪ'leɪʃnʃɪps] 关系[式]

258 report 1 [ri'pɔ:t] n.报告；报道；成绩单 vt.报告；报导；使报到 vi.报告；报到；写报导 n.(Report)人名；(匈)雷波特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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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representative 1 [,repri'zentətiv] adj.典型的，有代表性的；代议制的 n.代表；典型；众议员

261 representatives 1 [reprɪ'zentətɪvz] n. 众议院议员；代表 名词representative的复数形式.

262 represented 1 [ˌreprɪ'zent] vt. 表现；表示；描绘；代表；象征；说明；阐明 vi. 提出异议

263 representing 1 [ˌreprɪ'zent] vt. 表现；表示；描绘；代表；象征；说明；阐明 vi. 提出异议

264 required 1 [rɪ'kwaɪəd] adj. 必需的

265 resource 1 [ri'sɔ:s, -'zɔ:s, 'ri:s-, 'ri:z-] n.资源，财力；办法；智谋

266 resources 1 [rɪ'sɔː sɪz] n. 资源；才智；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

267 Robbins 2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268 sai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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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same 1 [seim] adj.相同的；同一的；上述的（通常与the连用）；无变化的 pron.同样的事物或人（通常与the连用） adv.同样地
（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270 satellite 1 ['sætəlait] n.卫星；人造卫星；随从；卫星国家

271 s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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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73 scholarship 2 ['skɔləʃip] n.奖学金；学识，学问

274 school 1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275 science 1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276 scientists 2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277 second 1 ['sekənd] n.秒；第二名；瞬间；二等品 vt.支持 adj.第二的；次要的；附加的 num.第二 adv.第二；其次；居第二位 n.
(Second)人名；(法)塞孔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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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senior 1 ['si:njə] adj.高级的；年长的；地位较高的；年资较深的，资格较老的 n.上司；较年长者；毕业班学生 n.(Senior)人名；
(英)西尼尔

280 setting 1 ['setiŋ] n.环境；安装；布置；[天]沉落 v.放置；沉没；使…处于某位置（set的ing形式）

281 seven 1 ['sevən] num.七个，七 n.七个，七 adj.七的；七个的 n.(Seven)人名；(土库、阿塞)谢文；(土)塞文

282 severe 1 [si'viə] adj.严峻的；严厉的；剧烈的；苛刻的

283 sharing 1 英 ['ʃeərɪŋ] 美 ['ʃerɪŋ] n. 共享；分配 动词 share的现在分词.

284 s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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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shuttle 1 ['ʃʌtl] n.航天飞机；穿梭；梭子；穿梭班机、公共汽车等 vt.使穿梭般来回移动；短程穿梭般运送 vi.穿梭往返

286 simulated 1 ['simjuleitid] adj.模拟的；模仿的；仿造的 v.模仿（simulate的变形）；假装

287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288 six 1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289 skills 1 技能

290 so 3 ['səu, 弱 sə] adv.如此，这么；确是如此 conj.所以；因此 pron.这样 n.(So)人名；(柬)索

291 social 1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292 solve 2 [sɔlv, sɔ:lv] vt.解决；解答；溶解 vi.作解答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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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space 25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295 spacewalk 1 ['speiswɔ:k] n.太空漫步，太空行走；航天舱外活动

296 speakers 2 [s'piː kəz] n. 说话者；发言者；说某种语言者；扬声器（名词speaker的复数形式）

297 special 1 ['speʃəl] n.特使，特派人员；特刊；特色菜；专车；特价商品 adj.特别的；专门的，专用的

298 spoke 2 v.说话（speak的过去式）；为…装轮辐；说；演说；从某种观点来说 n.（车轮的）辐条；轮辐；破坏某人的计划；阻
挠某人的行动；刹车；扶梯棍

299 starting 1 ['stɑ tːɪŋ] n. 出发；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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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strasbourg 1 ['stæsbə:g; 'strɑ:z-] n.斯特拉斯堡（法国东北部城市）

302 stress 1 [stres] n.压力；强调；紧张；重要性；重读 vt.强调；使紧张；加压力于；用重音读 n.(Stress)人名；(意)斯特雷斯

303 structured 1 ['strʌktʃəd] adj.有结构的；有组织的 v.组织；构成（structure的过去分词）；建造

304 students 1 [st'juːdnts] 学生

305 studied 1 ['stʌdid] adj.有计划的；故意的 v.学习（study的过去式）

306 stud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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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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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summer 1 ['sʌmə] n.夏季；全盛时期 vi.避暑；过夏天 adj.夏季的 n.(Summer)人名；(德)祖默；(英)萨默

309 supplies 1 [səp'laɪz] n. 物资；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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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talk 1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312 talked 2 [tɔː k] v. 交谈；商讨；演讲；阐述；劝服 n. 谈话；会谈；讨论；讲话；空谈

313 talks 1 ['tɔː ks] 会谈

314 team 4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315 teams 3 [tiː m] n. 队；组 v. 使相配；使合作；结成一队 adj. 团队的

316 teamwork 1 ['ti:mwə:k] n.团队合作；协力

317 technology 2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318 th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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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the 5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20 thei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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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them 3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322 these 3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323 they 5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24 thirty 1 ['θə:ti] n.三十年代 num.三十 adj.三十个的

325 thi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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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through 1 [θru:] prep.通过；穿过；凭借 adv.彻底；从头至尾 adj.直达的；过境的；完结的

327 time 5 [taim] n.时间；时代；次数；节拍；倍数 vt.计时；测定…的时间；安排…的速度 adj.定时的；定期的；分期的 n.(Time)人
名；(俄)季梅；(英)泰姆；(罗)蒂梅

328 times 1 [taimz] prep.乘以 v.使…相乘（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时代（time的复数）；[数]次数

329 to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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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together 1 [tə'geðə] adv.一起；同时；相互；连续地；总共 adj.新潮的；情绪稳定的，做事有效率的



331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332 tools 1 [tu lː] n. 工具，用具（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器具

333 topic 1 ['tɔpik] n.主题（等于theme）；题目；一般规则；总论

334 training 2 ['treiniŋ] n.训练；培养；瞄准；整枝 v.训练；教养（train的ing形式）

335 trains 1 [treɪn] n. 列车；火车；行列；一系列 vt. 训练；培训；瞄准 vi. 进行锻炼，接收训练；练习

336 tree 1 [tri:] n.树；木料；树状物 vt.把...赶上树 vi.爬上树；逃上树 n.(Tree)人名；(英)特里

337 typical 1 ['tipikəl] adj.典型的；特有的；象征性的

338 understand 1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339 university 4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340 up 1 [ʌp] adv.起来；上涨；向上 prep.在…之上；向…的较高处 adj.涨的；起床的；向上的 n.上升；繁荣

341 us 1 pron.我们

342 use 2 [ju:z] n.使用；用途；发挥 vt.利用；耗费 vi.使用，运用 n.(Use)人名；(德)乌泽

343 used 1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344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45 virtual 1 adj.[计]虚拟的；实质上的，事实上的（但未在名义上或正式获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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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walking 1 ['wɔ:kiŋ] n.步行；散步 v.步行（walk的ing形式） adj.步行的

348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49 watch 1 [wɔtʃ, wɔ:tʃ] vt.观察；注视；看守；警戒 n.手表；监视；守护；值班人 vi.观看，注视；守侯，看守

350 w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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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week 2 [wi:k] n.周，星期

352 were 8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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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355 who 2 pron.谁；什么人

356 with 8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57 within 1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358 woman 1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359 women 1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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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wor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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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workday 1 ['wə:kdei] n.工作日 adj.日常的，工作日的；平凡的

363 worked 2 [wə:kt] adj.处理过的；制造好的；耕种过的 v.工作（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64 working 2 ['wə:kiŋ] adj.工作的；操作的；可行的 n.工作；活动；制作；操纵 v.工作；影响；受雇用（work的ing形式） n.
(Working)人名；(英)沃金

365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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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68 your 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369 zone 1 [zəun] n.地带；地区；联防 vi.分成区 vt.使分成地带；环绕 n.(Zone)人名；(塞)佐内

370 zones 2 英 [zəʊn] 美 [zoʊn] n. 地域；地带；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