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0-25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SA Chooses Nokia to Build
First Mobile Network on the Moon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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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nd 14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4 of 1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O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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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moo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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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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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nokia 9 n. 诺基亚(总部在芬兰；主要经营电子电气的公司)

9 wil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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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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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i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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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3 lunar 6 ['lju:nə] adj.月亮的，月球的；阴历的；银的；微亮的 n.(Lunar)人名；(西)卢纳尔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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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network 6 ['netwə:k] n.网络；广播网；网状物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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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quipment 5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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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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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mobile 5 adj.可移动的；机动的；易变的；非固定的 n.移动电话

21 space 5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22 technology 5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23 adj 4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24 agency 4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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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build 4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27 thi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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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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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communications 3 英 [kəmjuːnɪ'keɪʃ(ə)nz] 美 [kə̩ mjuːnɪ'keɪʃənz] n. 通信技术；通讯设备 名词communication的复数形式.

30 companies 3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31 company 3 ['kʌmp(ə)ni] n.公司；陪伴，同伴；连队 vi.交往 vt.陪伴 n.(Company)人名；(西)孔帕尼；(英)康帕尼

32 surfa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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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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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announced 2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5 astronauts 2 ['æstrənɔː ts] n. 宇航员 名词astronaut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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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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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control 2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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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cryogenic 2 [,kraiə'dʒenik] adj.冷冻的（副词cryogenically）；低温学的；低温实验法的

41 designed 2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42 fir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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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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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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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human 2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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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late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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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lo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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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lte 2 n. 低推力发动机

50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51 management 2 ['mænidʒmənt] n.管理；管理人员；管理部门；操纵；经营手段

52 mill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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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navigation 2 [,nævi'geiʃən] n.航行；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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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presence 2 ['prezəns] n.存在；出席；参加；风度；仪态

56 private 2 adj.私人的，私有的；私立的；私营的 adj.私下的，不公开的，秘密的 adj.（场所）清静的；（人）不愿吐露心思的，
内向的 adj.无官职的 n.列兵；二等兵

57 progra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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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provide 2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59 related 2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60 reliability 2 [ri,laiə'biləti] n.可靠性

61 remote 2 [ri'məut] adj.遥远的；偏僻的；疏远的 n.远程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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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streaming 2 ['stri:miŋ] n.流；（英）按能力分组 v.流动（stream的ing形式）

64 suppo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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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sustainable 2 adj.可以忍受的；足可支撑的；养得起的；可持续的

66 system 2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67 term 2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68 t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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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ti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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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u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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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vehicles 2 ['viː ɪklz] n. 交通工具；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

72 video 2 ['vidiəu] n.[电子]视频；录像，录像机；电视 adj.视频的；录像的；电视的 v.录制

73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74 weldon 2 ['weldən] n.韦尔登（男子名）

75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76 activities 1 英 [æk'tɪvɪtɪ] 美 [æk'tɪvəti] n. 活动；活跃 vt. 表演 adj. 厉害

77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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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agreement 1 [ə'gri:mənt] n.协议；同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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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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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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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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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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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85 announcement 1 [ə'naunsmənt] n.公告；宣告；发表；通告

86 antenna 1 [æn'tenə] n.[电讯]天线；[动]触角，[昆]触须 n.(Antenna)人名；(法)安泰纳

87 antennas 1 [æn'tenəz] 天线

88 Artemis 1 ['ɑ:timis] n.阿耳特弥斯（月亮与狩猎的女神）

89 associated 1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0 available 1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91 awarded 1 英 [ə'wɔː d] 美 [ə'wɔː rd] n. 奖品；奖 v. 授予；给予；判给

92 awards 1 英 [ə'wɔː d] 美 [ə'wɔː rd] n. 奖品；奖 v. 授予；给予；判给

93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94 base 1 [beis] n.基础；底部；垒 adj.卑鄙的；低劣的 vt.以…作基础 n.(Base)人名；(日)马濑(姓)

95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96 believed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97 bell 1 [bel] n.铃，钟；钟声，铃声；钟状物 vt.装钟于，系铃于 vi.鸣钟；成钟状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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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chief 1 [tʃi:f] n.首领；酋长；主要部分 adj.首席的；主要的；主任的 adv.主要地；首要地

100 chooses 1 [tʃuːz] v. 选择；决定

101 chosen 1 ['tʃəuzən] vt.选择（choose的过去分词） adj.挑选出来的，精选的

102 comes 1 ['kɔmis] v.来自；从…来（come的三单形式） n.伴引血管；伴星 n.(Comes)人名；(法)科姆；(德、西、意)科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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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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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configure 1 [kən'figə] vt.安装；使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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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continues 1 [kən'tɪnju ]ː v. 继续；连续；维持；持续

108 critical 1 ['kritikəl] adj.鉴定的；[核]临界的；批评的，爱挑剔的；危险的；决定性的；评论的

109 deal 1 [di:l] vt.处理；给予；分配；发牌 vi.处理；讨论；对待；做生意 n.交易；（美）政策；待遇；份量 n.(Deal)人名；(英、
西)迪尔

110 decided 1 adj.明确的；显然的；坚决的，果断的 vt.决定（decide的过去式）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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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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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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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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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division 1 n.[数]除法；部门；分配；分割；师（军队）；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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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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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energy 1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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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stablish 1 [i'stæbliʃ] vt.建立；创办；安置 vi.植物定植

122 expected 1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123 extreme 1 [ik'stri:m] adj.极端的；极度的；偏激的；尽头的 n.极端；末端；最大程度；极端的事物

124 far 1 [fɑ:] adv.很；遥远地；久远地；到很远的距离；到很深的程度 adj.远的；久远的 n.远方 n.(Far)人名；(德、西、塞)法尔

125 Finnish 1 ['finiʃ] adj.芬兰的，芬兰语的 n.芬兰人，芬兰语

126 fluid 1 ['flu(:)id] adj.流动的；流畅的；不固定的 n.流体；液体

127 freely 1 ['fri:li] adv.自由地；免费地；大量地；慷慨地；直率地

128 from 1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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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goal 1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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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grow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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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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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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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high 1 [hai] adj.高的；高级的；崇高的；高音调的 n.高水平；天空；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高压地带 adv.高；奢侈地 n.(High)人
名；(英)海伊

135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36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37 improved 1 [ɪm'pruːvd] adj. 改良的；改进的 动词impr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8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39 included 1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0 includes 1 [ɪnk'luːdz]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41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142 Internet 1 ['intənet] n.因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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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labs 1 abbr. 激光作用瞄准系统(=Laser Active Boresight System) abbr. 低空轰炸系统(=Low-Altitude Bombing System)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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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landings 1 ['lændɪŋz] 出煤量

147 late 1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148 launches 1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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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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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listening 1 ['lisəniŋ] adj.收听的；助听的 n.倾听 v.听（listen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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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low 1 [ləu] adj.低的，浅的；卑贱的；粗俗的；消沉的 adv.低声地；谦卑地，低下地 n.低；低价；低点；牛叫声 vi.牛叫 n.(Low)
人名；(英、德)洛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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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Marcus 1 ['mɑ:kəs] n.马库斯（男子名）

156 Mars 1 [mɑ:z] n.战神；[天]火星

157 metal 1 ['metəl] n.金属；合金 vt.以金属覆盖 adj.金属制的 n.(Metal)人名；(捷)梅塔尔；(瑞典)梅塔尔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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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mission 1 ['miʃən] n.使命，任务；代表团；布道 vt.派遣；向……传教

160 missions 1 ['mɪʃn] n. 使命；代表团；任务；布道

161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162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63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164 moved 1 [muːvd] adj.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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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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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need 1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168 officer 1 ['ɔfisə, 'ɔ:-] n.军官，警官；公务员，政府官员；船长 vt.指挥 n.(Officer)人名；(英)奥菲瑟

169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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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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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own 1 [əun] vt.拥有；承认 vi.承认 adj.自己的；特有的 n.自己的 n.(Own)人名；(阿拉伯)奥恩

173 paying 1 ['pei'ŋ] adj.支付的；赢利的；合算的 n.支付；填缝；放送绳链 v.支付；报答（pay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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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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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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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phone 1 [fəun] n.电话；耳机，听筒 vt.打电话 vi.打电话 n.(Phone)人名；(老、缅)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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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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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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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preparations 1 [prepə'reɪʃnz] n. 准备，准备工作，配制剂（名词preparation的复数形式）

181 pr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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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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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production 1 [prəu'dʌkʃən] n.成果；产品；生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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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proven 1 ['pru:vən] v.证明（prove的过去分词）

186 put 1 [put] vt.放；表达；移动；安置；赋予 vi.出发；击；航行；发芽 n.掷；笨蛋；投击；怪人 adj.固定不动的 n.(Put)人名；
(泰、缅)布

187 quality 1 n.质量，[统计]品质；特性；才能 adj.优质的；高品质的；<英俚>棒极了

188 radio 1 ['reidiəu] n.收音机；无线电广播设备 vi.用无线电进行通信 vt.用无线电发送 n.(Radio)人名；(西)拉迪奥

189 reach 1 [ri:tʃ] vi.达到；延伸；伸出手；传开 vt.达到；影响；抵达；伸出 n.范围；延伸；河段；横风行驶 n.(Reach)人名；(柬)列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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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receives 1 [rɪ'siː v] v. 接到；收到；接待

192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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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reports 1 英 [rɪ'pɔː t] 美 [rɪ'pɔː rt] n. 报告；传闻；成绩单；爆炸声 v. 报告；报导；叙述；举报；报到；对…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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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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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rods 1 n.鱼竿（rod的复数）；棒条体 v.装避雷针；用杆捅清（rod的单三形式）

199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00 scientific 1 [,saiən'tifik] adj.科学的，系统的

201 seeking 1 [siː k] n. 寻找；探索；追求 adj.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

202 sees 1 abbr.扩展企业应用套件（SageExtendedEnterpriseSuite）

203 sending 1 ['sendɪŋ] 发送； 派遣

204 sends 1 [sendz] n. 随浪上浮 名词send的复数形式.

205 set 1 [set] n.[数]集合；一套；布景；[机]装置 vt.树立；点燃；点缀； vi.(日,月)落沉；凝固；结果 adj.固定的；规定的；固执的
n.(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206 ships 1 [ʃɪps] n. 船舶 名词ship的复数形式.

207 signals 1 ['sɪɡnəl] n. 信号；标志 v. (发信号)通知、表示 adj. 显著的

208 signed 1 [saind] adj.有符号的；已签字的；有正负之分的 v.署名；写下；预示；示意（sign的过去分词）

209 software 1 ['sɔftwεə, 'sɔ:-] n.软件

210 someth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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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somewhere 1 ['sʌmhwεə] adv.在某处；到某处 n.某个地方

212 sound 1 [saund] vt.听（诊）；测量，测…深；使发声；试探；宣告 n.声音，语音；噪音；海峡；吵闹；听力范围；[医]探条 adj.
健全的，健康的；合理的；可靠的；有效彻底的 adv.彻底地，充分地 vi.听起来；发出声音；回响；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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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station 1 n.车站；驻地；地位；身份 vt.配置；安置；驻扎

215 storage 1 ['stɔridʒ] n.存储；仓库；贮藏所

216 structure 1 ['strʌktʃə] n.结构；构造；建筑物 vt.组织；构成；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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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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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survive 1 [sə'vaiv] vt.幸存；生还；幸免于；比...活得长 vi.幸存；活下来

221 systems 1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222 task 1 [tɑ:sk, tæsk] vt.分派任务 n.工作，作业；任务

223 technologies 1 英 [tek'nɒlədʒi] 美 [tek'nɑ lːədʒi] n. 技术；工艺；工艺学

224 television 1 ['teli,viʒən, ,teli'v-] n.电视，电视机；电视业

225 temperatures 1 ['temprətʃəz] 温度

226 testing 1 ['testiŋ] n.[试验]测试 adj.试验的；棘手的 v.测验；考查；受考验（test的ing形式）

227 them 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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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top 1 [tɔp] n.顶部，顶端；上部；首席；陀螺 vi.高出，超越；结束；达到顶点 vt.超越，超过；给…加盖；达到…的顶端 adj.最
高的，顶上的；头等的 n.(Top)人名；(英、土、意)托普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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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trusted 1 [trʌst] n. 信任；信托 vi. 信任 vt. 相信；委托

232 u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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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34 vehicle 1 ['viː ɪk(ə)l] n.[车辆]车辆；工具；交通工具；运载工具；传播媒介；媒介物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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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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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warm 1 [wɔ:m] adj.温暖的；热情的 vi.同情；激动；变温暖 vt.使…兴奋；使…温暖；使…感兴趣 n.取暖；加热 n.(Warm)人名；
(英)沃姆；(德)瓦姆

238 watching 1 ['wɔtʃiŋ] vt.观看，守望；监视，注意（watch现在分词）

239 wires 1 ['waɪəz] n. 金属丝；金属线；电线 n. 网格线 名词wire的复数形式.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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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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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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