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2-05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s Latest Moon Landing
Is Sign of Major Space Development 词汇表词汇表

1 abbreviation 1 [ə,bri:vi'eiʃən] n.缩写；缩写词

2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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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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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fter 4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6 aircraft 1 ['εəkrɑ:ft] n.飞机，航空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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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long 1 [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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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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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2 amount 1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13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4 and 15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5 any 1 ['eni] adj.任何的；所有的；丝毫 pron.任何；任何一个；若干 adv.稍微；少许 n.(Any)人名；(法、罗)阿尼

16 appearances 1 [ə'piərənsɪz] n. 出现；外表；表面迹象 名词appearance的复数形式.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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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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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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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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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strobiologist 1 天体生物学家

23 astronaut 2 ['æstrənɔ:t] n.宇航员，航天员；太空旅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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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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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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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ttracts 1 [ə'trækt] v. 吸引；引来

28 Auckland 1 ['ɔ:klənd] n.奥克兰（新西兰港市）

29 back 2 n.后面；背部；靠背；足球等的后卫；书报等的末尾 vt.支持；后退；背书；下赌注 vi.后退；背靠；倒退 adv.以前；向后
地；来回地；上溯；回来；回原处 adj.后面的；过去的；拖欠的 n.(Back)人名；(西、英、德、法、瑞典、捷)巴克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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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became 2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32 behind 1 [bi'haind] prep.落后于；支持；晚于 adv.在后地；在原处 n.屁股

33 believe 1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34 benefit 2 n.利益，好处；救济金 vt.有益于，对…有益 vi.受益，得益

35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36 buran 1 [bu:'rɑ:n] n.[气象]布冷风（中亚、西伯利亚的） n.(Buran)人名；(意、土、土库、阿塞)布兰

37 b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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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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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l 2 [kɔ:l] vi.呼叫；拜访；叫牌 vt.呼叫；称呼；召集 n.电话；呼叫；要求；访问 n.(Call)人名；(瑞典、罗)卡尔；(英)考尔

40 Campbell 2 ['kæmbel] n.坎贝尔（姓氏）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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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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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chang 2 [tʃɑ:ŋ, tʃæŋ] n.青稞酒（等于chong） n.(Chang)人名；(柬)章；(泰)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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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china 14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45 Chinese 2 [,tʃai'ni:z] n.中文，汉语；中国人 adj.中国的，中国人的；中国话的

46 collected 2 [kə'lektid] adj.镇定的；收集成的 v.收集；聚集（collect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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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communist 1 ['kɔmjunist] n.共产党员；共产主义者 adj.共产主义的

49 community 1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50 compares 1 英 [kəm'peə(r)] 美 [kəm'per] v. 比较；对比；比喻 n. 比较；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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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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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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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cooperation 2 [kəu,ɔpə'reiʃən] n.合作，协作；[劳经]协力

55 crewed 1 [kru ]ː n. 全体船员；全体乘务员；(一组)工作人员；划艇队员 v. 当船员；当机务人员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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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crowds 1 [kraʊd] n. 人群；群众；大群；朋友 v. 拥挤；挤满；涌入；贴近；逼迫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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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depend 1 [di'pend] vi.依赖，依靠；取决于；相信，信赖

60 developing 1 [di'veləpiŋ] adj.发展中的 n.[摄]显影 v.发展（develop的ing形式）

61 developm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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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directions 1 [dɪ'rekʃnz] n. 用法说明；方向；指令 名词direction的复数形式.

63 does 1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64 early 1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65 eart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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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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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ffect 1 [i'fekt] n.影响；效果；作用 vt.产生；达到目的

68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69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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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stablished 1 [i'stæbliʃt] adj.确定的；已制定的，已建立的

72 exploration 3 [,eksplɔ:'reiʃən] n.探测；探究；踏勘

73 explore 1 [ik'splɔ:] vt.探索；探测；探险 vi.探索；探测；探险

74 explored 1 [ɪks'plɔː d] adj. 探究的；被勘测的 动词expl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75 explorer 3 n.探险家；勘探者；探测器；[医]探针

76 expressed 1 [ɪk'spres] n. 快车；快递；专使 adj. 明确的；急速的；直接的 adv. 用快递 vt. 表达；表示；挤压出；快递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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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fa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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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February 1 ['februəri] n.二月

80 few 1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81 firs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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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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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flights 1 [flaɪt] n. 飞行；航班；镖尾；逃走，逃离，溃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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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foreign 1 ['fɔrin] adj.外国的；外交的；异质的；不相关的

86 former 2 ['fɔ:mə] adj.从前的，前者的；前任的 n.模型，样板；起形成作用的人 n.(Former)人名；(法)福尔梅；(德、捷)福尔默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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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future 1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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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generation 1 [,dʒenə'reiʃən] n.一代；产生；一代人；生殖

90 geologist 1 [dʒi'ɔlədʒist] n.地质学家，地质学者

91 give 1 [giv] vt.给；产生；让步；举办；授予 n.弹性；弯曲；伸展性 vi.捐赠；面向；有弹性；气候转暖 n.(Give)人名；(意)吉韦

92 global 1 ['gləubəl] adj.全球的；总体的；球形的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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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goo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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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governments 1 ['gʌvənmənts] n. 政府；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

96 GPS 3 abbr.全球定位系统（GlobalPositionSystem）；通用雷达（GeneralPurposeRadar）；炮长主瞄准镜（Gunner'sPrimarySight）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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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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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helpful 1 ['helpful] adj.有帮助的；有益的

101 historic 1 [his'tɔrik] adj.有历史意义的；历史上著名的

102 hope 1 [həup] n.希望；期望；信心 vt.希望；期望 vi.希望；期待；信赖 n.(Hope)人名；(印)霍普；(法)奥普；(西)奥佩

103 huge 1 [hju:dʒ] adj.巨大的；庞大的；无限的 n.(Huge)人名；(英)休奇

104 human 1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105 image 1 ['imidʒ] n.影像；想象；肖像；偶像 vt.想象；反映；象征；作…的像 n.(Image)人名；(法)伊马热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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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interest 1 ['intrist, 'intər-] n.兴趣，爱好；利息；趣味；同行 vt.使……感兴趣；引起……的关心；使……参与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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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int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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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is 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1 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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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its 10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13 joined 1 [dʒɔɪnd]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14 July 1 [dʒʊˈlaɪ] n.七月

115 kathleen 1 ['kæθli:n; kæθ'li:n] n.凯思琳（女子名，等于Kathryn）

116 kilometer 1 ['kiləumi:tə] n.[计量]公里；[计量]千米（等于kilome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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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land 1 [lænd] n.国土；陆地；地面 vt.使…登陆；使…陷于；将…卸下 vi.登陆；到达 n.(Land)人名；(英、德、葡、瑞典)兰德

119 landed 1 ['lændid] adj.拥有土地的；陆地上的 v.登陆，登岸（land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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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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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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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later 1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124 late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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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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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launched 5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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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least 1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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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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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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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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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lived 1 [livd, 'laivd] adj.有生命的 v.居住（live的过去分词）；活着；度过；以…为生

133 lot 1 n.份额；许多；命运；阄 adv.（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很，非常；（与动词连用）非常 pron.大量，许多 vt.分组，把…划
分（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134 luna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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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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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major 1 ['meidʒə] adj.主要的；重要的；主修的；较多的 n.[人类]成年人；主修科目；陆军少校 vi.主修 n.(Major)人名；(西)马霍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138 making 1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139 mankind 1 [,mæn'kaind] n.人类；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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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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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Mars 2 [mɑ:z] n.战神；[天]火星

143 material 1 [mə'tiəriəl] adj.重要的；物质的，实质性的；肉体的 n.材料，原料；物资；布料

144 military 3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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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ministry 1 ['ministri] n.（政府的）部门

147 mission 5 ['miʃən] n.使命，任务；代表团；布道 vt.派遣；向……传教

148 moo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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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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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nation 3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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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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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network 1 ['netwə:k] n.网络；广播网；网状物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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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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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57 observers 1 [əb'zɜːvəz] 观测器

158 of 1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59 officials 1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160 O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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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operated 1 ['ɒpəreɪtɪd] v. 操作；运动；运算；作战；见效；完成；开刀 动词ope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2 operating 2 ['ɔpəreitiŋ] adj.操作的；[外科]外科手术的 v.操作（operate的ing形式）；动手术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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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orb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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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orbiter 1 ['ɔ:bitə] n.人造卫星；盘旋物

166 orbiting 1 ['ɔː bɪtɪŋ] n. 轨道运行；旋转运动；转圈 动词orbit的现在分词.

167 other 3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68 others 1 pron.其他人

169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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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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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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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ow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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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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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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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法)帕日

175 party 1 n.政党，党派；聚会，派对；当事人[复数parties] vi.参加社交聚会[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

176 passes 1 ['paː sɪz] n. 途径；通行 名词pass的复数形式.

177 peaceful 1 ['pi:sful] adj.和平的，爱好和平的；平静的

178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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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permanent 1 adj.永久的，永恒的；不变的 n.烫发（等于permanentwave）

181 pers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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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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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斯

183 places 1 [pleɪsɪz] n. 地点，地方；位置；位数（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 v. 放置（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84 pla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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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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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planned 2 [plænd] adj.有计划的；根据计划的 v.打算（plan的过去分词）；设计

187 plans 1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188 positioning 1 [pə'ziʃəniŋ] n.[计]定位；配置，布置 v.[计]定位（position的现在分词）；放置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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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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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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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public 1 ['pʌblik] adj.公众的；政府的；公用的；公立的 n.公众；社会；公共场所 n.(Public)人名；(英)帕布利克

193 publicity 2 [pʌb'lisiti] n.宣传，宣扬；公开；广告；注意

194 push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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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196 quite 1 [kwait] adv.很；相当；完全

197 race 1 n.属，种；种族，人种；家庭，门第；赛事，赛跑 vt.使参加比赛；和…竞赛；使急走，使全速行进 vi.比速度，参加竞
赛；全速行进 n.(Race)人名；(英)雷斯；(塞)拉采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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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re 1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200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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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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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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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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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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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result 1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207 return 1 [ri'tə:n] vt.返回；报答 vi.返回；报答 n.返回；归还；回球 adj.报答的；回程的；返回的

208 reusable 1 [ri:'ju:zəbl] adj.可以再度使用的，可重复使用的

209 robot 2 ['rəubɔt, -bət, 'rɔbət] n.机器人；遥控设备，自动机械；机械般工作的人

210 ruling 1 ['ru:liŋ] adj.统治的；主要的；支配的；流行的，普遍的 n.统治，支配；裁定

211 run 1 vi.经营；奔跑；运转 vt.管理，经营；运行；参赛 n.奔跑；赛跑；趋向；奔跑的路程 n.(Run)人名；(塞)鲁恩

212 Russia 2 ['rʌʃə] n.俄罗斯

213 sai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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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sample 1 ['sɑ:mpl, 'sæ-] vt.取样；尝试；抽样检查 n.样品；样本；例子 adj.试样的，样品的；作为例子的 n.(Sample)人名；(英)桑
普尔

215 samples 1 ['sɑːmplz] n. 采样；示例 名词sample的复数形式.

216 satellites 2 n. 卫星；人造卫星 名词satellit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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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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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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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secretive 2 [si'kri:tiv, 'sikrətiv] adj.秘密的；偷偷摸摸的；促进分泌的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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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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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sent 1 [sent] v.送，寄出（send的过去分词） n.(Sent)人名；(德)森特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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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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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s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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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short 1 [ʃɔ:t] adj.短的；不足的；矮的，低的 n.短；缺乏；短路；短裤 adv.不足；突然；唐突地 n.(Short)人名；(英)肖特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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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side 2 [said] n.方面；侧面；旁边 vi.支持；赞助；偏袒 adj.旁的，侧的 vt.同意，支持 n.(Side)人名；(英)赛德

230 sign 1 n.迹象；符号；记号；手势；指示牌 vi.签署；签名 vt.签署；示意

231 signals 2 ['sɪɡnəl] n. 信号；标志 v. (发信号)通知、表示 adj. 显著的

232 signs 1 [saɪn] n. 手势；招牌；符号；迹象；正负号 v. 签；签名；做手势；做标记

233 sm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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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名；(英)斯莫尔

234 s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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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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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soviet 3 ['sauviət, 'sɔ-] adj.苏联的；苏维埃的；委员会的 n.苏维埃（代表会议）；委员会；代表会议

237 space 16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238 spacecraft 5 ['speiskrɑ:ft, -kræft] n.[航]宇宙飞船，航天器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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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spirit 1 ['spirit] n.精神；心灵；情绪；志气；烈酒 vt.鼓励；鼓舞；诱拐

241 spokeswoman 2 ['spəuks,wumən] n.女代言人，女代言人

242 States 2 n.州，国家（state的复数形式） vt.声明（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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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step 1 [step] n.步，脚步；步骤；步伐；梯级 vi.踏，踩；走 vt.走，迈步

245 st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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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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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strengthen 1 ['streŋθən, 'streŋkθən] vt.加强；巩固 vi.变强；变坚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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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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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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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surf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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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system 2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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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target 1 n.目标，指标；（攻击的）对象；靶子 v.把...作为目标；面向，对准（某群体） n.（Target）美国塔吉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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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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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th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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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th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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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the 4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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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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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62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263 third 2 [θə:d] num.第三；三分之一 adj.第三的；三分之一的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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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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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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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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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to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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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71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272 transform 2 [træns'fɔ:m, trænz-, trɑ:n-] vt.改变，使…变形；转换 vi.变换，改变；转化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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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trips 1 [trɪp] n. 旅行；摔倒；差错；轻快的步伐 vt. 使跌倒；使失败；使犯错；起锚；竖帆 vi. 绊倒；旅行；轻快地走；失误；
结巴

275 union 2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276 united 2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277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278 us 1 pron.我们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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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uses 1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281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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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version 1 ['və:ʃən] n.版本；译文；倒转术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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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vis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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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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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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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89 water 1 n.水；海水；雨水；海域，大片的水 vt.使湿；供以水；给…浇水 vi.加水；流泪；流口水 n.(Water)人名；(英)沃特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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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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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93 w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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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where 2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295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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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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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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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work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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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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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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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yang 2 [ja:ŋ] n.杨（姓氏）

304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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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years 3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306 you 4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07 Zealand 1 ['zi:lənd] n.西兰岛（丹麦最大的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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