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2-02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ge Puerto Rico Telescope
Collap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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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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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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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i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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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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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nd 9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7 telescope 9 ['teliskəup] vt.压缩；使套叠 vi.套叠；变短 n.望远镜；缩叠式旅行袋

8 used 8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9 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0 for 7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1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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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observatory 6 [əb'zə:vitəri, ɔb-] n.天文台；气象台；瞭望台

13 Puerto 5 n.垭口，港口，山口 n.(Puerto)人名；(西)普埃尔托

14 Rico 5 ['rikəu] abbr.反诈骗腐败组织集团犯罪法（RacketeerInfluencedandCorruptOrganizationsAct） n.(Rico)人名；(英、法、西、
意、葡)里科

15 sai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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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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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who 5 pron.谁；什么人

18 Arecibo 4 [,ɑ:re'si:bɔ:] n.阿雷西博（波多黎各北部港口城市名）

19 ha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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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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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radi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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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th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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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4 world 4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5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6 huge 3 [hju:dʒ] adj.巨大的；庞大的；无限的 n.(Huge)人名；(英)休奇

27 its 3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28 o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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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o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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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sto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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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university 3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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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n.(About)人名；(法)阿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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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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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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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astronomer 2 [ə'strɔnəmə] n.天文学家

37 August 2 ['ɔː gəst] adj.威严的；令人敬畏的 n.八月（简写为Aug） n.(August)人名；(法、葡、西、俄、罗、英、德、瑞典、挪)奥
古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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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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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cable 2 n.缆绳；电缆；海底电报 vt.打电报 vi.打海底电报

40 cosmic 2 ['kɔzmik] adj.宇宙的（等于cosmical）

41 damaged 2 adj.被损坏的 v.损害（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2 dish 2 n.盘；餐具；一盘食物；外貌有吸引力的人 vt.盛于碟盘中；分发；使某人的希望破灭；说（某人）的闲话 vi.成碟状；闲
谈

43 do 2 n.要求；规定；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做；干；学习；研究；进行；完成；解答；整理；算出；引起；行过 aux.助动词
（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代替动词）；（用于加强语气） vi.行，足够；生长 n.（英）多（人名Dorothea和Dorothy的昵
称） n.（口语）事件；（主英国口语）诈骗；（主英国、新西兰口语）宴会；（口语）必须做到的事情

44 fi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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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Friedman 2 n.弗里德曼（男子名）

46 from 2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47 is 2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48 Jonathan 2 ['dʒɔnəθən] n.乔纳森（男子名）

49 largest 2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50 loses 2 [luːz] vt. 丢失；失败；削减；丧生；看不到；亏损；迷失 vi. 失败；经受损失；走慢

51 meter 2 [mi:tə] n.米；仪表；[计量]公尺；韵律 vt.用仪表测量 vi.用表计量 n.(Meter)人名；(英)米特；(塞)梅特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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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November 2 [nəu'vembə] n.十一月

54 NSF 2 abbr.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55 outer 2 ['autə] adj.外面的，外部的；远离中心的 n.环外命中

56 planets 2 [p'lænɪts] 行星

57 professor 2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58 reflector 2 [ri'flektə] n.[光]反射物，[光]反射镜

59 rumble 2 ['rʌmbl] vt.使隆隆响；低沉地说 vi.隆隆作响 n.隆隆声；抱怨声 n.(Rumble)人名；(英)朗布尔

60 s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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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s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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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someth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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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space 2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64 students 2 [st'juːdnts] 学生

65 studies 2 ['stʌdɪz]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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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thi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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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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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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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word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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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years 2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73 Abel 1 ['eibəl] n.亚伯（亚当和夏娃的次子）；艾贝尔（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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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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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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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air 1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78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79 am 1 abbr.调频，调谐，调幅（amplitudemodulation） vi.（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 aux.（与v-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与v-ed
连用构成被动语态） n.（柬）安（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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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1 aperture 1 ['æpə,tjuə] n.孔，穴；（照相机，望远镜等的）光圈，孔径；缝隙

82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83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84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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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asteroid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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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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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believed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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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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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binary 1 ['bainəri] adj.[数]二进制的；二元的，二态的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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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built 1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94 b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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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cables 1 ['keɪbl] n. 电缆；缆；索；电报 v. 发电报；(通过电缆)交流；(用缆绳)固定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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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carmen 1 ['kɑ:mən] n.卡门（女子名）

98 carrying 1 ['kærɪɪŋ] adj. 运送的；运输的 n. 运送；运输 动词carry的现在分词.

99 cen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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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china 1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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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closed 1 [kləuzd] adj.关着的；不公开的 v.关；结束；接近（close的过去分词）

103 cloud 1 [klaud] n.云；阴云；云状物；一大群；黑斑 vt.使混乱；以云遮敝；使忧郁；玷污 vi.阴沉；乌云密布 n.(Cloud)人名；
(法)克卢；(英)克劳德

104 collapse 1 vi.倒塌；瓦解；暴跌 vt.使倒塌，使崩溃；使萎陷；折叠 n.倒塌；失败；衰竭

105 collapsed 1 [kə'læpzd] adj. 倒塌的

106 collapses 1 [kə'læpsɪz] v. 倒塌，崩溃，瓦解，折叠（collapse的第三人称单数）

107 control 1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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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day 1 [dei] n.一天；时期；白昼 adv.每天；经常在白天地 adj.日间的；逐日的 n.(Day)人名；(英、法、西)戴；(越)岱；(阿拉伯、
土)达伊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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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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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defense 1 [di'fens] n.防卫，防护；防御措施；防守 vt.谋划抵御

113 department 1 [di'pɑ:tmənt] n.部；部门；系；科；局

114 discovery 1 [dis'kʌvəri] n.发现，发觉；被发现的事物

115 distant 1 adj.遥远的；冷漠的；远隔的；不友好的，冷淡的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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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dust 1 [dʌst] n.灰尘；尘埃；尘土 vt.撒；拂去灰尘 vi.拂去灰尘；化为粉末 n.(Dust)人名；(德、俄)杜斯特

118 earned 1 ['ɜːnd] adj. 挣得的；赚的 动词ea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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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arthquakes 1 ['ɜːθkweɪks] n. 地震 名词earthquak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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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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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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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Evans 1 ['evənz] n.埃文斯（姓氏）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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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xactly 1 [ig'zæktli] adv.恰好地；正是；精确地；正确地

126 existence 1 [ig'zistəns] n.存在，实在；生存，生活；存在物，实在物

127 express 1 [ik'spres] vt.表达；快递 adj.明确的；迅速的；专门的 n.快车，快递，专使；捷运公司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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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fell 1 [fel] adj.凶猛的；毁灭性的 vt.砍伐；打倒；击倒 n.[林]一季所伐的木材；折缝；兽皮 v.掉下；摔倒；下垂；变坏（fall的过
去式） n.(Fell)人名；(英、法、德)费尔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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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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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foundation 1 [faun'deiʃən] n.基础；地基；基金会；根据；创立

133 got 1 [gɔt] v.得到，明白（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Got)人名；(法)戈；(西、匈、瑞典)戈特

134 Greater 1 ['greitə] adj.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

135 Hai 1 [hai] abbr.国际保健行动（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HotAirIntake） n.(Hai)人名；(阿拉
伯、巴基)哈伊

136 hang 1 ['hæŋ] vt.悬挂，垂下；装饰；绞死；使悬而未决 vi.悬着，垂下；被绞死；悬而不决 n.悬挂；暂停，中止 n.(Hang)人名；
(罗)汉格；(东南亚国家华语)康；(老)汉；(柬)韩(用于名字第一节)，杭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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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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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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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hel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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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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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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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hydrogen 1 ['haidrədʒən] n.[化学]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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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inspire 1 [in'spaiə] vt.激发；鼓舞；启示；产生；使生灵感

146 inspired 1 [in'spaiəd] adj.有灵感的；官方授意的 v.激发（inspire的过去分词）；鼓舞

147 kind 1 [kaind] n.种类；性质 adj.和蔼的；宽容的；令人感激的 n.(Kind)人名；(德、俄、法、捷)金德；(瑞典)欣德

148 knew 1 [nju:, nu:] v.知道；认识；记得（know的过去式） n.(Knew)人名；(英)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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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light 1 n.光；光线；灯；打火机；领悟；浅色；天窗 adj.轻的；浅色的；明亮的；轻松的；容易的；清淡的 vi.点着；变亮；着
火 vt.照亮；点燃；着火 adv.轻地；清楚地；轻便地 n.(Light)人名；(英)莱特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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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lives 1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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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loss 1 [lɔs, lɔ:s] n.减少；亏损；失败；遗失 n.(Loss)人名；(匈)洛什；(法、德、意)洛斯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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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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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main 1 [mein] n.主要部分，要点；体力；总管道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全力的 n.(Main)人名；(德)迈因；(西)马因；(英、法)梅
因

158 ma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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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mendez 1 n. 门德斯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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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metric 1 ['metrik] adj.公制的；米制的；公尺的 n.度量标准

162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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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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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national 1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165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166 neutral 1 ['nju:trəl] adj.中立的，中性的；中立国的；非彩色的 n.中立国；中立者；非彩色；齿轮的空档

167 Nobel 1 [nəu'bel] n.诺贝尔（瑞典化学家及发明家，发明炸药，创设诺贝奖）；诺贝尔（姓氏）

168 objec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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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objects 1 ['ɒbjekts] n. 目标；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

170 ocean 1 ['əuʃən] n.海洋；大量；广阔 n.(Ocean)人名；(罗)奥切安

171 once 1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172 onto 1 ['ɔntu, -tə] prep.在…之上；对…了解；映射到…上 adj.映射的；自身的；映成的

173 operation 1 [,ɔpə'reiʃən] n.操作；经营；[外科]手术；[数][计]运算

174 operations 1 n.运营；运作；业务操作（operation的复数）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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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pantoja 1 n. 潘托哈(在秘鲁；西经 75º10' 南纬 0º58')

177 path 1 [pɑ:θ, pæθ] n.道路；小路；轨道

178 permanently 1 ['pə:mənəntli] adv.永久地，长期不变地

179 personally 1 ['pə:sənəli] adv.亲自地；当面；个别地；就自己而言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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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pressure 1 ['preʃə] n.压力；压迫，[物]压强 vt.迫使；密封；使……增压

182 prize 1 [praiz] n.奖品；奖赏；战利品 vt.珍视；捕获；估价 adj.获奖的

183 pulsar 1 ['pʌl,sɑ:] n.脉冲星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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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receiver 1 [ri'si:və] n.接收器；接受者；收信机；收款员，接待者

186 reflect 1 vt.反映；反射，照出；表达；显示;反省 vi.反射，映现；深思

187 relating 1 [rɪ'leɪtɪŋ] adj.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

188 reopen 1 [,ri:'əupən] vt.使再开，使重开 vi.重开

189 repair 1 [ri'pεə] vi.修理；修复 vt.修理；恢复；补救，纠正 n.修理，修补；修补部位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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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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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researcher 1 [ri:'sə:tʃə] n.研究员

193 rope 1 [rəup] n.绳，绳索 vt.捆，绑 vi.拧成绳状 n.(Rope)人名；(英)罗普；(芬)罗佩

194 saw 1 vt.看见；明白，了解；锯；锯成；锯开 vi.锯；用锯；将某物锯成小块 n.锯子；谚语 v.se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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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scientist 1 ['saiəntist] n.科学家

197 screaming 1 ['skri:miŋ] adj.尖叫的；使人惊叹的；使人捧腹大笑的 n.尖叫声；啸声；振动 v.尖叫；大笑；呼啸着前进（scream的
ing形式）

198 search 1 [sə:tʃ] vi.搜寻；调查；探求 vt.搜索；搜寻；调查；搜查；探求 n.搜寻；探究，查究 n.(Search)人名；(英)瑟奇

199 series 1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200 served 1 英 [sɜːv] 美 [sɜ rːv] v. 服务；侍候；担任；可作 ... 用；度过；对待 n. 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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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severely 1 [si'viəli] adv.严重地；严格地，严厉地；纯朴地

203 shocked 1 adj. 震惊的 动词shoc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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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

205 signal 1 n.信号；暗号；导火线 vt.标志；用信号通知；表示 adj.显著的；作为信号的 vi.发信号 n.(Signal)人名；(瑞典)西格纳尔

206 someone 1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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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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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sounded 1 ['saʊndɪd] vbl. 听起来

209 spherical 1 ['sferikəl, 'sfiə-] adj.球形的，球面的；天体的

210 stand 1 [stænd] vi.站立；位于；停滞 vt.使站立；忍受；抵抗 n.站立；立场；看台；停止

211 star 1 [stɑ:] n.星，恒星；明星；星形物 vt.用星号标于；由…主演，由…担任主角 vi.担任主角 adj.明星的，主角的；星形的 n.
(Star)人名；(瑞典)斯塔尔；(德)施塔尔

212 stars 1 [stɑ:z] n. 星星，明星（star的复数形式）

213 still 1 [stil] adv.仍然；更；静止地 adj.静止的，不动的；寂静的，平静的；不起泡的 n.寂静；剧照；蒸馏室 conj.仍然；但是；尽
管如此 vt.蒸馏；使…静止；使…平静下来 vi.静止；平静；蒸馏 n.(Still)人名；(英、芬、瑞典)斯蒂尔；(德)施蒂尔

214 stood 1 [stud] v.站立（sta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5 storms 1 英 [stɔː m] 美 [stɔː rm] n. 暴风雨 v. 起风暴；猛攻；暴怒；捣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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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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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structures 1 [st'rʌktʃəz] n. 结构 名词structure的复数形式.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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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surpass 1 [sə'pɑ:s, -'pæs] vt.超越；胜过，优于；非…所能办到或理解

221 surpassed 1 英 [sə'pɑːs] 美 [sər'pæs] vt. 超越；胜过

222 survived 1 英 [sə'vaɪv] 美 [sər'vaɪv] vt. 幸免于难；存活；艰难度过；比 ... 活得长 vi. 活着；继续存在

223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24 telescopes 1 英 ['telɪskəʊp] 美 ['telɪskoʊp] n. 望远镜 v. 缩短；压缩；套叠

225 terrible 1 ['terəbl] adj.可怕的；很糟的；令人讨厌的 adv.很，非常

226 thick 1 [θik] n.最拥挤部分；活动最多部分；事物的粗大浓密部分 adj.厚的；浓的；粗大的 adv.密集地；浓浓地，厚厚地 n.
(Thick)人名；(英)西克

227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228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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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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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ton 1 [tʌn, tuŋ] n.吨；很多，大量 n.(Ton)人名；(西、俄、捷、荷)托恩；(柬)敦；(东南亚国家华语)通；(朝)敦

232 training 1 ['treiniŋ] n.训练；培养；瞄准；整枝 v.训练；教养（train的ing形式）

233 Tuesday 1 ['tju:zdi; -dei] n.星期二

234 twisted 1 ['twistid] adj.扭曲的 v.扭动（twist的过去式）

235 universe 1 ['ju:nivə:s] n.宇宙；世界；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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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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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visited 1 v.拜访，访问（visit的过去式）

240 visitor 1 ['vizitə] n.访问者，参观者；视察者；候鸟

241 visitors 1 ['vɪzɪtəz] n.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

242 wanted 1 [英 ['wɒntɪd] 美 ['wɑ:ntɪd] adj.受通缉的；被征求的 v.缺少(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应该；打算；需要…在场

243 wants 1 ['wɒnts] n.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44 waves 1 [weivz] n.[物][军]波（wave的复数形式） v.波动；起伏（wav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挥动

245 weight 1 [weit] n.重量，重力；负担；砝码；重要性 vt.加重量于，使变重 n.(Weight)人名；(英)韦特；(捷)魏格特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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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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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wi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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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wires 1 ['waɪəz] n. 金属丝；金属线；电线 n. 网格线 名词wir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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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without 1 [wi'ðaut, -'θaut] prep.没有；超过；在…外面 adv.户外；在外面；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外部；外面

252 work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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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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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255 young 1 [jʌŋ] adj.年轻的；初期的；没有经验的 n.年轻人；（动物的）崽，仔 n.(Young)人名；(中)杨(广东话·威妥玛)；(柬)永；
(英、葡)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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