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1-18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tronauts Begin New 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词频表
the 4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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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通话·威妥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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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10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5 astronauts 10 ['æstrənɔːts] n. 宇航员 名词astronaut的复数.
6 i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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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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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ce 10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8 of 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9 station 7 n.车站；驻地；地位；身份 vt.配置；安置；驻扎
10 crew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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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mission 6 ['miʃən] n.使命，任务；代表团；布道 vt.派遣；向……传教
12 dragon 5 ['drægən] n.龙；凶暴的人，凶恶的人；严厉而有警觉性的女人 n.(Dragon)人名；(匈)德劳贡；(英、法、芬、罗、匈)德拉
7

贡
13

firs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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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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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ISS 5 n. 工业标准规格
16 new 5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7 o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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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spacecraft 5 ['speiskrɑ:ft, -kræft] n.[航]宇宙飞船，航天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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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fter 4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21 fligh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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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for 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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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Hopkins 4 ['hɔpkinz] n.霍普金（姓氏）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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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with 4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7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8 baby 3 ['beibi] n.婴儿，婴孩；孩子气的人 vt.纵容，娇纵；把……当婴儿般对待 adj.婴儿的；幼小的 n.(Baby)人名；(法、葡)巴
14

比；(英)巴比，芭比(女名)；(俄)巴贝

commander 3 [kə'mɑ:ndə] n.指挥官；司令官
30 internationa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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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关系的；世界的

is 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32 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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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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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nched 3 [lɔː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34 nasa 3 ['næsə; 'nei-] abbr.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 n.(Nasa)人名；(塞)纳莎
35 nex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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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progra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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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程式
37

resilience

3 [ri'ziliəns, -jəns] n.恢复力；弹力；顺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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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sai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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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ce 3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40 six 3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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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spacex 3 n.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美国的太空运输公司）
43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44 ti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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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名；(俄)季梅；(英)泰姆；(罗)蒂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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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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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wi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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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you 3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50 ab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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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人 n.(About)人名；(法)阿布

americans 2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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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arrivals 2 [ə'raɪvəlz] n. 到达 名词arrival的复数形式.
54 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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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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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become 2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57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58 begin 2 [bɪˈ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59 board 2 [bɔ:d] n.董事会；木板；甲板；膳食 vt.上（飞机、车、船等）；用板盖上；给提供膳宿 vi.寄宿 n.(Board)人名；(英、西)
51

博德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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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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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的）食品罐头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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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n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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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different 2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66 doll 2 [dɔl] n.洋娃娃；玩偶；无头脑的美丽女人 vt.把…打扮得花枝招展 n.(Doll)人名；(英)多尔(女子教名Dorothea和Dorothy的昵
64

称)；(西)多利

eart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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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ra 2 ['iərə, 'εərə] n.时代；年代；纪元 n.(Era)人名；(意、芬、印)埃拉
69 etc 2 adv.等等，及其他
70 Florida 2 ['flɔridə] n.佛罗里达（美国东南部的州）
71 h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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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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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hear 2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74 h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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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int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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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77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78 ma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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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months 2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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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 2 ['pə:sən] n.人；身体；容貌，外表；人称 n.(Person)人名；(法、俄、德)佩尔松；(瑞典)佩尔松；(英)珀森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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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内向的 adj.无官职的 n.列兵；二等兵

rotation 2 [rəu'teiʃən] n.旋转；循环，轮流
83 rubins 2 鲁宾斯,拉脱维亚足球运动员
84 sergey 2 谢尔盖
85 sm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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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名；(英)斯莫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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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team 2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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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them 2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90 tour 2 [tuə] n.旅游，旅行；巡回演出 vt.旅行，在……旅游；在……作巡回演出 vi.旅行，旅游；作巡回演出 n.(Tour)人名；(瑞典)
86

托尔；(英)图尔

until 2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92 wait 2 [weit] vt.等候；推迟；延缓 vi.等待；耽搁；伺候用餐 n.等待；等候 n.(Wait)人名；(英)韦特；(捷)魏特
93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94 yoda 2 依田
95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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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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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99 actually 1 adv.实际上；事实上
100 adapted 1 [ə'dæptɪd] adj.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1 again 1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102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103 aircraft 1 ['εəkrɑ:ft] n.飞机，航空器
104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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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7 another 1 [ə'nʌðə] adj.又一，另一；另外的；不同的 pron.另一个；又一个 prep.另一个；另一个人
108 appearing 1 [ə'piəriŋ] n.[印刷]版面高度 v.出现，显得（appear的ing形式）
109 April 1 ['eiprəl] n.四月
110 areas 1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111 arrival 1 [ə'raivəl] n.到来；到达；到达者
112 arrived 1 [a'raɪvd] adj.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3 astronaut 1 ['æstrənɔ:t] n.宇航员，航天员；太空旅行者
114 bad 1 [bæd] adj.坏的；严重的；劣质的 n.坏事；坏人 adv.很，非常；坏地；邪恶地 n.(Bad)人名；(罗)巴德
115 be 1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16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117 boat 1 [bəut] n.小船；轮船 vi.划船
118 boeing 1 ['bəuiŋ] n.波音（客机）
119 bring 1 vt.拿来；带来；促使；引起；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Bring)人名；(英、瑞典)布林
120 broadcast 1 ['brɔ:dkɑ:st, -kæst] vt.播送，播放；（无线电或电视）广播；播撒（种子） vi.广播，播送；播放 n.广播；播音；广播
98

节目 adj.广播的

building 1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122 called 1 [kɔː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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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Caty 1 卡蒂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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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ing 1 ['tʃeɪndʒɪŋ] vbl. 变更；换车；兑换
125 child 1 n.儿童，小孩，孩子；产物；子孙；幼稚的人；弟子 n.（英）蔡尔德（人名）
126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127 coast 1 [kəust] vi.滑行；沿岸航行 vt.沿…岸航行 n.海岸；滑坡 n.(Coast)人名；(英)科斯特
128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129 congratulations 1 英 [kənˌgrætjʊ'leɪʃənz] 美 [kənˌgrætʃə'leɪʃənz] n. 祝贺；贺词
130 considered 1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131 contact 1 n.接触，联系 vt.使接触，联系 vi.使接触，联系
132 continue 1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133 control 1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134 controllers 1 [kənt'rəʊləz] 控制器
135 cosmonauts 1 n.俄国宇航员( cosmonaut的名词复数 )
136 demonstrated 1 ['demənstreɪt] vt. 证明；演示；示范 vi. 示威
137 dependent 1 [di'pendənt] adj.依靠的；从属的；取决于…的 n.依赖他人者；受赡养者
138 difficulties 1 ['dɪfɪkəlti] n. 困难；争议；麻烦
139 down 1 [daun] adv.向下，下去；在下面 adj.向下的 n.软毛，绒毛；[地质]开阔的高地 prep.沿着，往下 vt.打倒，击败 vi.下降；下
124

去 n.(Down)人名；(英)唐

editor 1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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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nded 1 adj.结束的（end的过去分词）
143 ends 1 ['endz] n. 结束；结局 名词en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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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ered 1 ['entə(r)d] adj. 进入的 动词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46 entering 1 ['entəriŋ] v.进入（enter的ing形式）；录入；键入
147 equipment 1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148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149 excellent 1 ['eksələnt] adj.卓越的；极好的；杰出的
150 expected 1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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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faced 1 [feist] adj.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有…表面的 v.面对（face的过去分词）
153 flights 1 [flaɪt] n. 飞行；航班；镖尾；逃走，逃离，溃逃
154 floated 1 英 ['fləʊtɪd] 美 ['floʊtɪd] adj. 浮动的 动词floa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55 form 1 [fɔ:m] n.形式，形状；形态，外形；方式；表格 vt.构成，组成；排列，组织；产生，塑造 vi.形成，构成；排列 n.(Form)
140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forward 1 ['fɔ:wəd] adj.向前的；早的；迅速的 adv.向前地；向将来 vt.促进；转寄；运送 n.前锋 n.(Forward)人名；(英)福沃德
157 four 1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158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59 glover 1 ['glʌvə] n.制造手套商；手套贩卖商 n.(Glover)人名；(西、法)格洛韦尔；(英)格洛弗
160 go 1 vi.走；达到；运转；趋于 n.去；进行；尝试 vt.忍受；出产；以…打赌 （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
156

gone现在分词going）

gone 1 [gɔn] adj.离去的；死去的；用光的 v.去（go的过去分词）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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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gravity 1 ['græviti] n.重力，地心引力；严重性；庄严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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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过的 v.研磨（grind的过去分词）；压迫

guiding 1 ['ɡaɪdɪŋ] n. 指导；导向；导航；引导 adj. 指导的；导航的；导向的 动词guide的现在分词.
166 happens 1 ['hæpən] vi. 发生；碰巧；出现；偶遇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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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healthy 1 ['helθi] adj.健康的，健全的；有益于健康的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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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ps 1 ['helps] v. 帮助；有助于；促进（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70 history 1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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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hour 1 ['auə] n.小时；钟头；课时；…点钟 n.(Hour)人名；(法)乌尔；(柬)胡
173 hours 1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174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75 Internet 1 ['intənet] n.因特网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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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japan 1 [dʒə'pæn] n.漆器；日本亮漆 vt.在…上涂漆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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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莫斯科牧首。；(德、塞、捷、荷、意)约布

joins 1 [dʒɔɪn] v. 连接；加入；参与；和...一起
180 kate 1 [keit] n.凯特（女子名，等于Catherine）
181 Kennedy 1 ['kenidi] n.肯尼迪（姓氏，美国第35任总统）
182 kilometers 1 n. 千米，公里（kilometer复数形式）
183 kud 1 Koperasi Unit Desa (Indonesian-Village Cooperative Unit) (印度尼西亚语)乡村合作社
184 laboratory 1 [lə'bɔrətəri] n.实验室，研究室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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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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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te 1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187 learn 1 [lə:n] vt.学习；得知；认识到 vi.学习；获悉
188 learning 1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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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191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92 marks 1 [ma:rks] n.标记，记号；唛头，分数；台面标志 n.(Marks)人名；(英、德、意、瑞典、西、捷)马克斯；(俄)马克思
193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94 means 1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195 mike 1 n.扩音器，麦克风；话筒；休息,游手好闲 vi.使用扩音器；偷懒,游手好闲 vt.用扩音器传送；用窃听器窃听
196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197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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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night 1 [nait] n.夜晚，晚上；黑暗，黑夜 adj.夜晚的，夜间的
200 Noguchi 1 [nəu'gu:tʃi:] n.野口
201 note 1 [nəut] n.笔记；音符；票据；注解；纸币；便笺；照会；调子 vt.注意；记录；注解 n.(Note)人名；(英)诺特
202 October 1 [ɔk'təubə] n.[天]十月
203 off 1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204 oh 1 [əu] int.哦；哎呀（表示惊讶或恐惧等）
205 operational 1 [,ɔpə'reiʃənəl] adj.操作的；运作的
206 orb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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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orbital 1 ['ɔ:bitəl] adj.轨道的；眼窝的
208 order 1 ['ɔ:də] n.命令；顺序；规则；[贸易]定单 vt.命令；整理；定购 vi.命令；定货
209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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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灭；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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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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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杰；(法)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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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ular 1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214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215 perform 1 [pə'fɔ:m] vt.执行；完成；演奏 vi.执行，机器运转；表演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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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phrase 1 [freiz] n.短语,习语,措辞,乐句 vt.措词,将(乐曲)分成乐句
218 pl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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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莱斯
1 [prep] n.预备；预习；准备功课 vi.上预备学校；作好准备 vt.使准备好；使（病人）准备接受手术 abbr.准备
（preparation）；预备的（preparatory）；前置词（preposition） n.(Prep)人名；(俄)普列普

219

prep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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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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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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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really 1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224 recognize 1 ['rekəgnaiz] vt.认出，识别；承认 vi.确认，承认；具结
225 regularly 1 ['regjələli] adv.定期地；有规律地；整齐地；匀称地
226 remain 1 [ri'mein] vi.保持；依然；留下；剩余；逗留；残存 n.遗迹；剩余物，残骸
227 replace 1 [ri'pleis] vt.取代，代替；替换，更换；归还，偿还；把…放回原处
228 replacing 1 [rɪ'pleɪsɪn] adj. 更换的；替代的 动词replace的现在分词形式.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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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reports 1 英 [rɪ'pɔːt] 美 [rɪ'pɔː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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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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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人名；(英)赖特

Russia 1 ['rʌʃə] n.俄罗斯
234 Russian 1 ['rʌʃən] adj.俄国的；俄语的 n.俄语；俄国人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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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Second)人名；(法)塞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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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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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self 1 [self] n.自己，自我；本质；私心 adj.同一的 vt.使自花授精；使近亲繁殖 vi.自花授精 n.(Self)人名；(英)塞尔夫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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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n.(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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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Shannon 1 ['ʃænən] n.香农
242 show 1 [ʃəu] vt.显示；说明；演出；展出 vi.显示；说明；指示 n.显示；表演；炫耀 n.(Show)人名；(中)邵(普通话·威妥玛)；(英)
240

肖

showing 1 ['ʃəuiŋ] n.放映；表演；陈列 v.展示（show的ing形式）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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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smooth 1 [smu:ð] adj.顺利的；光滑的；平稳的 vt.使光滑；消除（障碍等）；使优雅；缓和 n.平滑部分；一块平地 vi.变平静；
243

变平滑 adv.光滑地；平稳地；流畅地

soichi 1 十一
247 specific 1 [spi'sifik] adj.特殊的，特定的；明确的；详细的；[药]具有特效的 n.特性；细节；特效药
248 started 1 [s'tɑːt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9 storage 1 ['stɔridʒ] n.存储；仓库；贮藏所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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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successful 1 [sək'sesful] adj.成功的；一帆风顺的
252 successfully 1 [sək'sesfəli] adv.成功地；顺利地
253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54 sverchkov 1 斯韦尔奇科夫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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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 1 [tɑ:sk, tæsk] vt.分派任务 n.工作，作业；任务
256 television 1 ['teli,viʒən, ,teli'v-] n.电视，电视机；电视业
257 test 1 [test] n.试验；检验 vt.试验；测试 vi.试验；测试 n.(Test)人名；(英)特斯特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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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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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toy 1 [tɔi] n.玩具；小装饰品；不值钱的东西 vi.玩弄；调情；随随便便地对待 adj.作为玩具的；玩物似的 n.(Toy)人名；(英、土)
255

托伊；(法)图瓦

train 1 [trein] n.火车；行列；长队；裙裾 v.培养；训练；瞄准 n.(Train)人名；(英)特雷恩；(法)特兰；(意)特拉因
262 transport 1 [træns'pɔ:t; trænz-træns'pɔ:t, trænz-, trɑ:n-, 'trænspɔ:t, 'trænz-, 'trɑ:n-] n.运输；运输机；狂喜；流放犯 vt.运输；流放；使狂喜
263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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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us 1 pron.我们
266 victor 1 ['viktə] n.胜利者 n.(Victor)人名；(俄、罗、保、匈)维克托
267 vide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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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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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VOA 1 英 [ˌviː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270 voice 1 [vɔis] n.声音；嗓音；发言权；愿望 vt.表达；吐露
271 walker 1 ['wɔ:kə] n.步行者；散步者；参加竞走者 n.(Walker)人名；(德、西、芬、瑞典)瓦尔克；(英)沃克
272 wa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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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weaver 1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274 welcomed 1 ['welkəm] vt. 欢迎 adj. 受欢迎的 n. 欢迎 int. 欢迎(客人来访或新成员的加入)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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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word 1 [wə:d] n.[语]单词；话语；消息；诺言；命令 vt.用言辞表达 n.(Word)人名；(英)沃德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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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279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280 zero 1 ['ziərəu, 'zi:rəu] n.零点，零度 num.零 n.(Zero)人名；(意)泽罗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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