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0-19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teroid or Space Junk_ NASA
Thinks Mystery Object Could Be Old Rocket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5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is 2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3 object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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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to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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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that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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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steroid 15 ['æstərɔid] n.[天]小行星；[无脊椎]海盘车；小游星 adj.星状的

7 i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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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n 1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9 chod 13 Chief of Defense 国防部长

10 of 1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1 and 12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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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was 1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4 a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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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arth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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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i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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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 9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8 space 9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19 not 8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0 rocket 8 ['rɔkit] vi.飞驰，飞快地移动；迅速增加 n.火箭 vt.用火箭运载

21 around 7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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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on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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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o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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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he 6 [hi:, 弱 hi, i:, i] n.男孩，男人；它（雄性动物） pron.他 n.(He)人名；(日)户(姓)；(朝)海；(柬)赫

26 junk 6 [dʒʌŋk] n.垃圾，废物；舢板 n.(Junk)人名；(德、捷)容克

27 nasa 6 ['næsə; 'nei-] abbr.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 n.(Nasa)人名；(塞)纳莎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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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sai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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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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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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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dj 5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33 asteroids 5 ['æstərɔɪdz] n. [天]小行星（在火星与木星之间）；[动]海星 名词asteroid的复数形式.

34 b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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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from 5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36 its 5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37 mo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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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old 5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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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orbit 5 ['ɔ:bit] n.轨道；眼眶；势力范围；生活常规 vi.盘旋；绕轨道运行 vt.绕…轨道而行

40 astronomers 4 n.天文学者，天文学家( astronomer的名词复数 )

41 such 4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42 su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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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a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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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based 3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45 believes 3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46 booster 3 ['bu:stə] n.升压机；支持者；扩爆器

47 b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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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covered 3 英 [dɪ'skʌvə(r)] 美 [dɪ'skʌvər] v. 发现；偶然撞见；发觉

49 evidence 3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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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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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how 3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53 likely 3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54 mo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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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observed 3 [əb'zɜːvd] adj. 被观察的，被观测的 v. 观察，观测（动词observe的过去式,动词observe的过去分词）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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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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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ve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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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which 3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60 added 2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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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associated 2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3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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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66 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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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centaur 2 ['sentɔ:] n.半人马座；人首马身的怪物

68 center 2 ['sentə] n.中心，中央；中锋；中心点 vi.居中，被置于中心 vt.集中，使聚集在一点；定中心 adj.中央的，位在正中的 n.
(Center)人名；(英)森特

69 circumstantial 2 adj.依照情况的；详细的，详尽的；偶然的

70 confident 2 ['kɔnfidənt] adj.自信的；确信的

71 considered 2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72 could 2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73 currently 2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74 data 2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75 documented 2 ['dɒkjʊməntɪd] adj. 备有证明文件的；有执照的 动词docume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76 excited 2 [ik'saitid] adj.兴奋的；激动的；活跃的 v.激动；唤起（excite的过去分词）

77 failed 2 [feild] adj.已失败的，不成功的 v.失败，不成功（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8 fake 2 [feik] n.假货；骗子；假动作 vt.捏造；假装…的样子 vi.假装；做假动作 adj.伪造的 n.(Fake)人名；(英)费克

79 flag 2 [flæg] vi.标记；衰退；枯萎 vt.标记；插旗 n.标志；旗子

80 giv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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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his 2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82 hobby 2 ['hɔbi] n.嗜好；业余爱好 n.(Hobby)人名；(英)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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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hunters 2 n. 亨特斯(在美国；西经 118º12' 北纬 48º09')

84 if 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85 information 2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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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jazzed 2 [dʒæz] n. 爵士乐；<俚>空话；各种杂物 vt. 使有生气；以爵士风格演奏 vi. 跳爵士舞；奏爵士乐；游荡

88 landing 2 ['lændiŋ] n.登陆；码头；楼梯平台 v.登陆（land的ing形式） n.(Landing)人名；(冈、瑞典、塞内)兰丁

89 list 2 [list] n.[计]列表；清单；目录 vi.列于表上 vt.列出；记入名单内 n.(List)人名；(匈)李斯特；(英、德、法、西、捷)利斯特

90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91 move 2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92 movements 2 ['muːvmənts] n. 动作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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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mystery 2 [英 [ˈmɪstri] 美 [ˈmɪstəri]] n.秘密，谜；神秘，神秘的事物；推理小说，推理剧；常作mysteries秘技，秘诀

95 near 2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96 nugent 2 n. 纽金特

97 objects 2 ['ɒbjekts] n. 目标；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

98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99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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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planet 2 ['plænit] n.行星 n.(Planet)人名；(法)普拉内；(西、葡)普拉内特

101 press 2 [pres] vt.压；按；逼迫；紧抱 vi.压；逼；重压 n.压；按；新闻；出版社；[印刷]印刷机 n.(Press)人名；(英、德、俄、
西、瑞典)普雷斯

102 pushed 2 [puʃt] adj.处于窘境的；为难的；推挤现象的 v.推；挤；逼迫（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3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04 seco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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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similar 2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106 s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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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spacecraft 2 ['speiskrɑ:ft, -kræft] n.[航]宇宙飞船，航天器

108 stable 2 ['steibl] n.马厩；牛棚 adj.稳定的；牢固的；坚定的 vi.被关在马厩 vt.赶入马房 n.(Stable)人名；(英)斯特布尔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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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surveyor 2 [sə'veiə, sə:-] n.测量员；检验员

111 than 2 [ðæn, 弱ðən, ðn] conj.比（用于形容词、副词的比较级之后）；除…外（用于other等之后）；与其…（用于rather等之
后）；一…就（用于nosooner等之后） prep.比；超过 n.(Than)人名；(老、柬、德)坦；(缅)丹

112 theory 2 ['θiəri, 'θi:ə-] n.理论；原理；学说；推测

113 there 2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114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115 toward 2 [英 [tɔ:d, təʊrd, tə̍ wɔ:d] 美 [tɔrd, tord, təˈwɔrd]] prep.向；对于；为了；接近 adj.即将来到的，进行中的 n.(Toward)人名；
(英)特沃德

116 useful 2 ['ju:sful] adj.有用的，有益的；有帮助的

117 usually 2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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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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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w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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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w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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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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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you 2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124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125 able 1 ['eibl] adj.能；[经管]有能力的；能干的 n.(Able)人名；(伊朗)阿布勒；(英)埃布尔

126 above 1 [ə'bʌv] prep.超过；在……上面；在……之上 adv.在上面；在上文 adj.上文的 n.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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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actual 1 ['æktʃuəl] adj.真实的，实际的；现行的，目前的

128 actually 1 adv.实际上；事实上

129 adapted 1 [ə'dæptɪd] adj.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0 additional 1 [ə'diʃənəl] adj.附加的，额外的

131 admits 1 [əd'mɪt] vt. 承认；允许进入；给…进入的权利；容纳 vi. 承认；允许进入；允许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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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134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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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aimed 1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137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38 American 1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139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40 angle 1 vi.钓鱼；谋取 n.角度，角，方面

141 angles 1 英 ['æŋglz] 美 ['æŋgəlz] n. 角 名词angle的复数形式. Angles: n.；盎格鲁族

142 ap 1 abbr.美国联合通讯社（AssociatedPress）；空气污染（AirPollution）；大气规划（AirProgram）；汇编程序
（AssemblyProgram） n.(Ap)人名；(中)鸭(广东话·威妥玛)

143 Apollo 1 [ə'pɔləu] n.阿波罗（太阳神）；美男子

144 appear 1 vi.出现；显得；似乎；出庭；登场

145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146 astronauts 1 ['æstrənɔː ts] n. 宇航员 名词astronaut的复数.

147 astronomical 1 [,æstrə'nɔmikəl,-ik] adj.天文的，天文学的；极大的

148 attempt 1 [ə'tempt] n.企图，试图；攻击 vt.企图，试图；尝试

149 attention 1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150 became 1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151 behavior 1 [bi'heivjə] n.行为，举止；态度；反应

152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153 believing 1 [bi'li:viŋ] adj.有信仰的；信任他人的 v.相信（believe的ing形式）；认为

154 below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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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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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book 1 n.书籍；卷；账簿；名册；工作簿 vt.预订；登记 n.(Book)人名；(中)卜(广东话·威妥玛)；(朝)北；(英)布克；(瑞典)博克

157 brightness 1 ['braitnis] n.[光][天]亮度；聪明，活泼；鲜艳；愉快

158 California 1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159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160 carrie 1 ['kæri:] n.卡丽（女名，Caroline的昵称）

161 caught 1 [kɔ:t] v.捕捉（catch的过去分词）

162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163 circular 1 adj.循环的；圆形的 n.通知，传单

164 closer 1 ['kləuzə] adj.靠近的 n.[自]闭合器；最后的节目

165 college 1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166 comets 1 科梅

167 coming 1 ['kʌmiŋ] adj.即将到来的；接着的；前途有望的 n.来到；到达 v.来（com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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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common 1 ['kɔmən] adj.共同的；普通的；一般的；通常的 n.普通；平民；公有地 n.(Common)人名；(法)科蒙；(英)康芒

170 completely 1 [kəm'pli:tli] adv.完全地，彻底地；完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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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containing 1 [kən'teɪnɪŋ] n. 包含；包括 v. 容纳；包含；抑制；克制（动词contain的现在分词）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173 continue 1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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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develops 1 [dɪ'veləp] v. 发展；发育；开发；冲洗(照片)

176 difference 1 n.差异；不同；争执

177 differently 1 ['difərəntli] adv.不同地；差异；各种

178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179 direct 1 [di'rekt, dai-] adj.直接的；直系的；亲身的；恰好的 vt.管理；指挥；导演；指向 vi.指导；指挥 adv.直接地；正好；按直系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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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don 1 [dɔn] n.先生，阁下；指导教师，大学教师 vt.穿上 n.(Don)人名；(缅)顿；(英)唐(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

182 done 1 adj.已完成的；做好了的；煮熟的；合乎礼仪的；合乎规矩 int.表示接受建议 v.做（do的过去分词） n.（西、罗）多内
（人名）；（英）多恩（人名）

183 draw 1 [drɔ:] vt.画；拉；吸引 vi.拉；拖 n.平局；抽签 n.(Draw)人名；(英)德劳

184 during 1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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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ffectively 1 [i'fektivli] adv.有效地，生效地；有力地；实际上

187 effects 1 [i'fekts] n.效果（effect的复数形式）；财物

188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189 email 1 ['i:'meil] n.电子信函 vt.给…发电子邮件 n.(Email)人名；(法)埃马伊

190 empty 1 ['empti] adj.空的；无意义的；无知的；徒劳的 vt.使失去；使…成为空的 vi.成为空的；流空 n.空车；空的东西

191 engine 1 ['endʒin] n.引擎，发动机；机车，火车头；工具

192 engineering 1 [,endʒi'niəriŋ] n.工程，工程学 v.设计；管理（engineer的ing形式）；建造

193 engines 1 ['endʒɪn] n. 发动机；引擎；机车；火车头 vt. 给 ... 装引擎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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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enough 1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196 estimated 1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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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exact 1 adj.准确的，精密的；精确的 vt.要求；强求；急需 vi.勒索钱财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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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tra 1 ['ekstrə] adv.特别地，非常；另外 n.临时演员；号外；额外的事物；上等产品 adj.额外的，另外收费的；特大的

201 facebook 1 ['feɪsbʊk] n. 肖像影集；脸谱网或脸书网（知名社交网站） v.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

202 feeling 1 ['fi:liŋ] n.感觉，触觉；感情，情绪；同情 adj.有感觉的；有同情心的；富于感情的 v.感觉；认为（feel的现在分词）；
触摸

203 find 1 vt.查找，找到；发现；认为；感到；获得 vi.裁决 n.发现 n.(Find)人名；(丹)芬

204 firmly 1 ['fə:mli] adv.坚定地，坚决地；坚固地，稳固地

205 fit 1 ['fit] vt.安装；使……适应；使……合身；与……相符 vi.符合，配合；适合；合身 adj.健康的；合适的；恰当的；准备好的
n.合身；发作；痉挛 n.(Fit)人名；(捷、罗)菲特

206 fixed 1 adj.确定的；固执的；<美口>处境...的；准备好的 v.修理（过去式）

207 fligh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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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flying 1 ['flaiiŋ] adj.飞行的 n.飞行 v.飞（fly的ing形式）

209 follow 1 ['fɔləu] vt.跟随；遵循；追求；密切注意，注视；注意；倾听 vi.跟随；接着 n.跟随；追随

210 forces 1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211 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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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gets 1 ['ɡets]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

214 gives 1 [ɡɪv] v. 给；赠予；送；捐助；提供；供给；举行；弯曲 n. 弹性

215 goes 1 [gəuz] vi.前进；行走（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Goes)人名；(瑞典)约斯；(法、德)格斯；(荷)胡斯

216 good 1 [gud] adj.好的；优良的；愉快的；虔诚的 n.好处；善行；慷慨的行为 adv.好 n.(Good)人名；(英)古德；(瑞典)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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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happy 1 ['hæpi] adj.幸福的；高兴的；巧妙的 n.(Happy)人名；(英、瑞典、喀)哈皮

218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219 Hawaii 1 [hə'waii:] n.夏威夷岛；夏威夷（美国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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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heat 1 [hi:t] n.高温；压力；热度；热烈 vt.使激动；把…加热

222 heavy 1 adj.沉重的；繁重的，巨大的；拥挤的；阴沉的 n.重物；严肃角色 adv.大量地；笨重地

223 hits 1 [hɪts] n. [计]采样数 名词hit的复数形式.

224 hour 1 ['auə] n.小时；钟头；课时；…点钟 n.(Hour)人名；(法)乌尔；(柬)胡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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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hunter 1 ['hʌntə] n.猎人；猎犬；搜寻者

227 identified 1 [aɪ'dentɪfaɪd] adj.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8 identities 1 [aɪ'dentəti] n. 一致；身份；特征

229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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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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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job 1 [dʒɔb] n.工作；职业 vt.承包；代客买卖 vi.做零工 n.(Job)人名；(英)乔布；(法、葡)若布；(?-1605)约伯〈俄〉俄罗斯正教会
莫斯科牧首。；(德、塞、捷、荷、意)约布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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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kept 1 [kept] adj.受人资助控制的 v.保持；维持；保管（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5 kilometers 1 n. 千米，公里（kilometer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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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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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lander 1 ['lændə] n.着陆器；出铁槽；把钩工人 n.(Lander)人名；(丹)兰诺；(德、俄、西、捷、瑞典)兰德尔；(英)兰德

240 last 1 [lɑ:st, læst] n.末尾，最后；上个；鞋楦（做鞋的模型） adj.最后的；最近的，最新的；仅剩的；最不可能…的 vi.持续；维
持，够用；持久 vt.度过，拖过；使维持 adv.最后地；上次，最近；最后一点 n.(Last)人名；(英、德、葡、罗、瑞典)拉斯特

241 lastly 1 ['lɑ:stli, 'læstli] adv.最后，终于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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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launch 1 [lɔ:ntʃ, lɑ:ntʃ] vt.发射（导弹、火箭等）；发起，发动；使…下水 vi.开始；下水；起飞 n.发射；发行，投放市场；下
水；汽艇

244 leading 1 ['li:diŋ] adj.领导的；主要的 n.领导；铅板；行距 v.领导（lead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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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left 1 adj.左边的；左派的；剩下的 adv.在左面 n.左边；左派；激进分子 v.离开（leave的过去式）

247 leftover 1 ['left,əuvə] n.残留物；吃剩的饭菜；剩余物 adj.残余的；吃剩的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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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lines 1 [laɪnz] n. (剧本中的)台词；诗歌；线条；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

250 link 1 [liŋk] n.[计]链环，环节；联系，关系 vt.连接，连结；联合，结合 vi.连接起来；联系在一起；将人或物连接或联系起来 n.
(Link)人名；(英、德、塞、捷、匈、瑞典)林克

251 little 1 ['litl] adj.小的；很少的；短暂的；小巧可爱的 adv.完全不 n.少许；没有多少；短时间 n.(Little)人名；(英)利特尔

252 long 1 n.长时间；[语]长音节；（服装的）长尺寸；长裤 adj.长的；过长的；做多头的；长时间的；冗长的，长音 vi.渴望；热
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253 longer 1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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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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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Massachusetts 1 [,mæsə'tʃu:sits] n.马萨诸塞州（美国）

257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258 measured 1 ['meʒəd] adj.量过的；慎重的；基于标准的；有规则的 v.测量，判断（measure的过去分词）

259 meet 1 [mi:t] vt.满足；遇见；对付 vi.相遇；接触 n.集会 adj.合适的；适宜的 n.(Meet)人名；(英)米特

260 meters 1 英 ['miː tə(r)] 美 ['miː tər] n. 公尺；米 n. 计量器；计时器 vt. (用仪表)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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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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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mine 1 [main] n.矿，矿藏；矿山，矿井；地雷，水雷 vt.开采，采掘；在…布雷 vi.开矿，采矿；埋设地雷 pron.我的 n.(Mine)人
名；(德、塞、土、毛里塔)米内

263 minor 1 adj.未成年的；次要的；较小的；小调的；二流的 n.未成年人；小调；辅修科目 vi.辅修 n.(Minor)人名；(英)迈纳；
(德、法、波、俄)米诺尔

264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265 movement 1 ['mu:vmənt] n.运动；活动；运转；乐章

266 my 1 [mai;弱mi] pron.我的 int.哎呀（表示惊奇等）；喔唷 n.(My)人名；(越)美；(老、柬)米

267 mysterious 1 [mi'stiəriəs] adj.神秘的；不可思议的；难解的

268 name 1 n.名称，名字；姓名；名誉 vt.命名，任命；指定；称呼；提名；叫出 adj.姓名的；据以取名的 n.(Name)人名；(日)滑
(姓)；(英)内姆

269 named 1 [neimd] adj.命名的；指定的；被指名的 v.命名；任命（name的过去分词）；称呼

270 Needham 1 ['ni:dəm] 尼达姆（姓氏）

271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272 newly 1 ['nju:li] adv.最近；重新；以新的方式

273 no 1 [nəu] adv.不 adj.没有；不是 n.不；否决票 abbr.数字（number）；元素锘（nobelium）的符号 n.(No)人名；(柬)诺；(越)努

274 number 1 ['nʌmbə] n.数；（杂志等的）期；号码；数字；算术 vi.计入；总数达到 vt.编号；计入；数…的数目；使为数有限

275 numerous 1 ['nju:mərəs] adj.许多的，很多的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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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olin 1 abbr.奥林（olinchemicalco.,ltd.） n.(Olin)人名；(英、俄、芬、瑞典)奥林

278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79 others 1 pron.其他人

280 out 1 [aut] adv.出现；在外；出局；出声地；不流行地 adj.外面的；出局的；下台的 n.出局 prep.向；离去 vi.出来；暴露 vt.使熄
灭；驱逐

281 outside 1 [,aut'said, 'aut'said] adj.外面的，外部的；外来的 n.外部；外观 adv.在外面，向外面；在室外 prep.在…范围之外

282 overly 1 ['əuvəli] adv.过度地；极度地 n.(Overly)人名；(英)奥弗利

283 page 1 [peidʒ] n.页；记录；大事件，时期；男侍者 vt.给…标页码 vi.翻书页，浏览 n.(Page)人名；(西)帕赫；(英)佩奇；(意)帕
杰；(法)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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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Pasadena 1 [,pæsə'di:nə] n.帕萨迪纳市（美国加州））

286 past 1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287 path 1 [pɑ:θ, pæθ] n.道路；小路；轨道

288 Paul 1 [pɔ:l] n.保罗（男子名）

289 piece 1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290 pieces 1 n.匹头，毛束；件片块个工件零件

291 plane 1 [plein] n.飞机；平面；程度，水平 vi.刨；乘飞机旅行；翱翔 vt.刨平；用刨子刨；掠过水面 adj.平的；平面的 n.(Plane)人
名；(塞、瑞典、法)普拉内

292 planned 1 [plænd] adj.有计划的；根据计划的 v.打算（plan的过去分词）；设计

293 pleasure 1 ['pleʒə, 'plei-] n.快乐；希望；娱乐；令人高兴的事 vt.使高兴；使满意 vi.高兴；寻欢作乐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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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positioned 1 [pə'zɪʃənd] adj. 放置的 动词positio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96 possible 1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297 power 1 n.力量，能力；电力，功率；政权，势力；[数]幂 vt.激励；供以动力；使…有力量 vi.快速前进 adj.借影响有权势人物
以操纵权力的 n.(Power)人名；(英、葡)鲍尔

298 pretty 1 adj.漂亮的；可爱的；优美的 adv.相当地；颇 n.有吸引力的事物（尤指饰品）；漂亮的人 n.Pretty，普雷蒂（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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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protecting 1 [prə'tektiŋ] adj.保护的；防护的 v.保护；防护（protect的ing形式）

301 prove 1 [pru:v] vt.证明；检验；显示 vi.证明是

302 radiation 1 n.辐射；放射物

303 rather 1 ['rɑ:ðə, 'ræ-] adv.宁可，宁愿；相当 int.当然啦（回答问题时用） n.(Rather)人名；(英)拉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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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re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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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306 red 1 [red] n.红色，红颜料；赤字 adj.红色的；红肿的，充血的 n.(Red)人名；(英、德)雷德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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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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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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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robotic 1 [rəu'bɔtik] adj.机器人的，像机器人的；自动的 n.机器人学

311 rock 1 [rɔk] n.岩石；摇滚乐；暗礁 vt.摇动；使摇晃 vi.摇动；摇晃 n.(Rock)人名；(英、德、匈、意、瑞典)罗克

312 rocky 1 ['rɔki] adj.岩石的，多岩石的；坚如岩石的；摇晃的；头晕目眩的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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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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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scientists 1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316 searching 1 ['sə:tʃiŋ] adj.搜索的；透彻的 n.搜索 v.搜索（search的ing形式）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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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see 1 vt.看见；理解；领会；觉察；拜访 vi.看；看见；领会 n.(See)人名；(英)西伊；(柬)塞；(德)泽

319 should 1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320 since 1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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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slow 1 [sləu] adj.慢的；减速的；迟钝的 vi.变慢；变萧条 vt.放慢；阻碍 adv.慢慢地；迟缓地 n.(Slow)人名；(英)斯洛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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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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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326 start 1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327 strengthens 1 ['streŋθn] v. 加强；变坚固

328 strong 1 [strɔŋ, strɔ:ŋ] adj.坚强的；强壮的；牢固的；擅长的 adv.强劲地；猛烈地 n.(Strong)人名；(英)斯特朗

329 studies 1 ['stʌdɪz]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

330 studying 1 ['stʌdi] n. 研究；学习；学科；书房；(绘画或文学)习作；练习曲；沉思；记忆力…的人；台词记得…的人 v. 研究；
学习；读书；仔细观察；努力

331 succeed 1 [sək'si:d] vi.成功；继承；继任；兴旺 vt.继承；接替；继…之后

332 successfully 1 [sək'sesfəli] adv.成功地；顺利地

333 suggested 1 [sə'dʒestɪd] adj. 建议的；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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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surfaces 1 英 ['sɜ fːɪs] 美 ['sɜ rːfɪs] n. 表面；外表；平面 adj. 表面的；肤浅的 vt. 在 ... 上加表层；使 ... 成平面 vi. 浮到水面；显露；在
表面工作

336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337 telescope 1 ['teliskəup] vt.压缩；使套叠 vi.套叠；变短 n.望远镜；缩叠式旅行袋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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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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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341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342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343 think 1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344 thinks 1 [θɪŋk] v. 认为；想；记起；考虑 n. 想

345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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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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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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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 ti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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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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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travel 1 ['trævəl] vi.旅行；行进；步行；交往 vt.经过；在…旅行 n.旅行；游历；漫游

351 trip 1 [trip] vi.绊倒；远足；犯错误；轻快地走 n.旅行；绊倒；差错 vt.绊倒；使犯错 n.(Trip)人名；(荷)特里普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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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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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uneven 1 [,ʌn'i:vən] adj.不均匀的；不平坦的；[数]奇数的

356 union 1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357 unusual 1 [,ʌn'ju:ʒuəl] adj.不寻常的；与众不同的；不平常的

358 us 1 pron.我们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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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valuable 1 ['væljuəbl] adj.有价值的；贵重的；可估价的 n.贵重物品

361 view 1 [vju:] n.观察；视野；意见；风景 vt.观察；考虑；查看

362 visit 1 ['vizit] n.访问；参观；逗留 vt.访问；参观；视察 vi.访问；暂住；闲谈 n.(Visit)人名；(老)维西；(泰)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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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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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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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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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68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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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 writer 1 ['raitə] n.作家；作者

371 wrong 1 adv.错误地；邪恶地，不正当地 n.坏事；不公正 adj.错误的；失常的；不适当的 vt.委屈；无理地对待；诽谤 n.(Wrong)
人名；(英)朗

372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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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A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