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2-28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0 Saw Many Successes in
Space Exploration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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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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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6 adj 3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7 aerospace 1 ['εərəuspeis] n.航空宇宙；[航]航空航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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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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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go 1 [ə'gəu] adv.以前，以往 adj.以前的；过去的 n.(Ago)人名；(英、西、意、塞、瑞典)阿戈

11 alegria 2 欢跃之旅；喜悦；阿里希亚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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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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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lthough 1 conj.尽管；虽然；但是；然而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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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mericans 1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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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9 ancient 1 ['einʃənt] adj.古代的；古老的，过时的；年老的 n.古代人；老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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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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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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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pollo 1 [ə'pɔləu] n.阿波罗（太阳神）；美男子

24 Arab 1 ['ærəb] adj.阿拉伯的 n.阿拉伯人；阿拉伯马

25 ar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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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rea 2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27 areas 1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28 Arizona 1 [,æri'zəunə] n.美国亚利桑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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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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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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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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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asteroid 5 ['æstərɔid] n.[天]小行星；[无脊椎]海盘车；小游星 adj.星状的

34 astronaut 1 ['æstrənɔ:t] n.宇航员，航天员；太空旅行者

35 astronauts 6 ['æstrənɔː ts] n. 宇航员 名词astronaut的复数.

36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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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atmosphere 1 n.气氛；大气；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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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autumn 1 ['ɔ:təm] n.秋天；成熟期；渐衰期，凋落期 adj.秋天的，秋季的 n.(Autumn)人名；(英)奥特姆

40 available 1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41 axiom 2 ['æksiəm] n.[数]公理；格言；自明之理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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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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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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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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ball 1 [bɔ:l] n.球；舞会 vi.成团块 vt.捏成球形 n.(Ball)人名；(土)巴勒；(英、西)鲍尔；(法、德、俄、罗、捷)巴尔

45 based 1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46 be 6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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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49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50 beginning 1 [bi'giniŋ] n.开始；起点 v.开始；创建（begin的ing形式）

51 bezos 1 n. 贝索斯

52 big 1 [big] adj.大的；重要的；量大的 adv.大量地；顺利；夸大地 n.(Big)人名；(土)比格

53 biggest 1 [bɪgɪst] adj. 最大的

54 blue 1 n.蓝色；[复数]（美国海、陆、空三军穿的）蓝色制服；蓝颜料；[theblue(s)][用作单数或复数]布鲁斯（歌曲）（一种伤
感的美国黑人民歌 adj.蓝色的；沮丧的，忧郁的；下流的 vt.把…染成蓝色；使成蓝色；给…用上蓝剂；用上蓝剂于 vi.变成
蓝色，呈蓝色 n.（英、西、意）布卢（人名）

55 boeing 1 ['bəuiŋ] n.波音（客机）

56 branson 1 n.布兰森（美国密苏里州的一个城镇）

57 bright 1 [brait] adj.明亮的，鲜明的；聪明的；愉快的 adv.明亮地；光明地；欢快地 n.车头灯光 n.(Bright)人名；(英)布赖特

58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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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businessman 1 ['biznismæn] n.商人

61 b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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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celled 1 ['kænsəld] adj. 被取消的；被废除的 动词canc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63 carried 1 ['kærid] adj.被运的；入神的；忘我的 v.保持（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搬运

64 carry 1 ['kæri] vt.拿，扛；携带；支持；搬运 vi.能达到；被携带；被搬运 n.运载；[计]进位；射程 n.(Carry)人名；(英)卡里

65 catch 1 [kætʃ] vt.赶上；抓住；感染；了解 vi.赶上；抓住 n.捕捉；捕获物；窗钩

66 causing 1 [kɔː z] vt. 引起；使发生 n. 原因；理由；事业

67 china 3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68 Chinese 1 [,tʃai'ni:z] n.中文，汉语；中国人 adj.中国的，中国人的；中国话的

69 circle 1 ['sə:kl] n.循环，周期；圆；圈子；圆形物 vi.盘旋，旋转；环行 vt.画圆圈；环绕…移动

70 civilian 1 [si'viljən] adj.民用的；百姓的，平民的 n.平民，百姓

71 claimed 1 [kleɪm] n. 要求；要求权；主张；断言；声称；要求物 vt. 要求；请求；主张；声称；断言

72 clear 1 [kliə] adj.清楚的；清澈的；晴朗的；无罪的 vt.通过；清除；使干净；跳过 vi.放晴；变清澈 adv.清晰地；完全地 n.清除；
空隙 n.(Clear)人名；(英)克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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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collecting 1 [kə'lekt] v. 收集；聚集；募捐；运走；使（自己）镇定

75 commercial 1 [kə'mə:ʃəl] adj.商业的；营利的；靠广告收入的 n.商业广告

76 companies 2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77 compan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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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coronavirus 1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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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countries 1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81 country 1 n.国家，国土；国民；乡下，农村；乡村；故乡 adj.祖国的，故乡的；地方的，乡村的；国家的；粗鲁的；乡村音乐
的

82 created 1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83 crisis 1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84 cut 1 [kʌt] n.伤口；切口；削减；（服装等的）式样；削球；切入 vt.[机]切割；削减；缩短；刺痛 vi.[机]切割；相交；切牌；停
拍；不出席 adj.割下的；雕过的；缩减的

85 dates 1 [deɪt] n. 日期；年代；会晤时间；约会；约会对象；枣椰树；枣子 v. 给 ... 标明日期；确定年代；过时；显老；和 ... 约
会；追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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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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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December 3 [di'sembə] n.十二月

88 developments 1 [dɪ'veləpmənts] n. 建设；发展；开发区 名词development的复数形式.

89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90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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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direction 1 [di'rekʃən, dai-] n.方向；指导；趋势；用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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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d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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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96 donald 1 ['dɔnəld] n.唐纳德（男子名）

97 drag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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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贡

98 dry 1 [drai] adj.干的；口渴的；枯燥无味的；禁酒的 vt.把…弄干 vi.变干 n.干涸 n.(Dry)人名；(法)德里

99 dunn 1 n. 邓恩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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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dge 1 [edʒ] n.边缘；优势；刀刃；锋利 vt.使锐利；将…开刃；给…加上边 vi.缓缓移动；侧着移动 n.(Edge)人名；(英)埃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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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lected 1 v.（进行）选举(el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推举； 选择；决定（做某事）

104 elon 1 [ɪ'lɒn] 埃伦(可溶性显影剂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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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mirates 1 United Arab Emirates (on the Trucial Coast of the Persian Gulf)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位于波斯湾)

107 ended 1 adj.结束的（end的过去分词）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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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v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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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vent 2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111 ex 1 [eks] prep.不包括，除外 n.前妻或前夫

112 existing 1 [ig'zistiŋ] adj.目前的；现存的 v.存在（exist的现在分词）

113 expanding 1 英 [ɪks'pændɪŋ] 美 [ɪk'spændɪŋ] adj. 扩展的；扩充的 动词expand的现在分词形式.

114 expectations 2 [ekspek'teɪʃnz] 预期继承的遗产

115 expected 2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116 expects 1 [ɪk'spekt] v. 预期；期待；盼望

117 exploration 4 [,eksplɔ:'reiʃən] n.探测；探究；踏勘

118 explorations 1 [eksplə'reɪʃnz] 探寻

119 explorer 1 n.探险家；勘探者；探测器；[医]探针

120 explorers 1 [ɪk'splɔ:rəz] n. 探险家；探索者，探测者；集合对象（explorer的复数形式）

121 explosion 1 n.爆炸；爆发；激增 n.（Explosion）《引爆者》（一部中国动作、犯罪电影）。

122 extremely 1 [ik'stri:mli] adv.非常，极其；极端地

123 eytan 1 埃唐

124 famous 1 ['feiməs] adj.著名的；极好的，非常令人满意的

125 February 2 ['februəri] n.二月

126 federation 1 ['fedəreiʃən] n.联合；联邦；联盟；联邦政府

127 finally 1 ['fainəli] adv.最后；终于；决定性地

128 financed 1 ['faɪnæns] n. 金融；财政；资金 vt. 给 ... 提供资金；负担经费

129 firs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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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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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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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flights 4 [flaɪt] n. 飞行；航班；镖尾；逃走，逃离，溃逃

132 for 17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33 form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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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forwar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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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four 2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136 from 6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37 funding 2 ['fʌndiŋ] n.提供资金；用发行长期债券的方法来收回短期债券 v.提供资金；积存（fund的ing形式）

138 future 1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139 galactic 1 [gə'læktik] adj.银河的；乳汁的

140 gave 1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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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get 3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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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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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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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ne现在分词going）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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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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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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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的 v.研磨（grind的过去分词）；压迫

149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150 happy 1 ['hæpi] adj.幸福的；高兴的；巧妙的 n.(Happy)人名；(英、瑞典、喀)哈皮

151 h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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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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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hig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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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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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hopes 1 英 [həʊps] 美 [hoʊps] n.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

156 Houston 1 ['hju:stən] n.休斯顿（美国得克萨斯州港市）

157 Hubbard 1 ['hʌbəd] n.哈伯德（人名）

158 Hubble 1 n.哈勃(姓氏)(天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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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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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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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in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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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increased 1 [ɪn'kriː 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4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65 institute 1 ['institjut, -tu:t] vt.开始（调查）；制定；创立；提起（诉讼） n.学会，协会；学院

166 internation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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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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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introduced 1 [ɪntrəd'juːst] v. 介绍，引进（动词int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9 is 10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70 Israeli 1 [iz'reili] adj.以色列的；以色列人的 n.以色列人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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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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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James 1 [dʒeimz] n.詹姆斯（姓氏，男子名）；《雅各书》

174 japan 1 [dʒə'pæn] n.漆器；日本亮漆 vt.在…上涂漆

175 jeff 1 [dʒef] n.杰夫（男子名，等于Jeffrey）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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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john 3 [dʒɔn] n.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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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jr 1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180 kelly 1 ['keli] n.黄绿色，鲜绿色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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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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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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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landings 1 ['lændɪŋz] 出煤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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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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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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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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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laun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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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launched 4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190 launching 1 ['lɔ:ntʃiŋ, 'lɑ:n] n.发射；下水；创设 v.发射；发动；开始从事（launch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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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93 logsdon 2 n. 洛格斯登

194 look 1 [luk] vt.看；期待；注意；面向；看上去像 vi.看；看起来；注意；面向 n.看；样子；面容 n.(Look)人名；(瑞典)洛克；
(英)卢克

195 Lopez 2 n.洛佩斯（姓氏）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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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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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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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marcia 1 ['mɑ:sjə] n.玛西亚（拉丁女战神）

200 mario 1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201 mark 1 n.标志；马克；符号；痕迹；分数 vi.作记号 vt..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n..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202 marked 1 [mɑ:kt] adj.显著的；有记号的 v.表示（mark的过去分词）；作记号；打分数

203 Mars 5 [mɑ:z] n.战神；[天]火星

204 Martian 1 ['mɑ:ʃən] adj.火星的 n.火星人

205 may 2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206 Michael 1 ['maikəl] n.迈克尔（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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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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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moments 1 英 ['məʊmənt] 美 ['moʊmənt] n. 片刻 名词momen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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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moo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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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mo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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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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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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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multiple 2 ['mʌltipl] adj.多重的；多样的；许多的 n.倍数；[电]并联

217 musk 2 [mʌsk] n.麝香；麝香鹿；麝香香味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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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nasa 8 ['næsə; 'nei-] abbr.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 n.(Nasa)人名；(塞)纳莎

220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221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222 nex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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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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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25 November 1 [nəu'vembə] n.十一月

226 now 1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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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October 1 [ɔk'təubə] n.[天]十月

229 of 2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30 off 2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231 O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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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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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only 2 ['əunli] adv.只，仅仅；不料 adj.唯一的，仅有的；最合适的 conj.但是；不过；可是

234 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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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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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origin 1 ['ɔridʒin, 'ɔ:-] n.起源；原点；出身；开端

237 Osiris 1 [əu'saiəris] n.司阴府之神，地狱判官（埃及神话人物名）

238 other 4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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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outer 1 ['autə] adj.外面的，外部的；远离中心的 n.环外命中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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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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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people 6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44 per 1 [强pə:, 弱pə] prep.每；经；按照；每一 n.(Per)人名；(德、挪、丹、瑞典)佩尔

245 perhaps 1 adv.或许；（表示不确定）也许；（用于粗略的估计）或许；（表示勉强同意或其实不赞成）也许；可能 n.假定；
猜想；未定之事

246 perseverance 2 [,pɜ:sə'vɪərəns] n.坚持不懈；不屈不挠 n.耐性；毅力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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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pieces 1 n.匹头，毛束；件片块个工件零件

249 pla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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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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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planets 1 [p'lænɪts] 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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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pleased 1 [pli:zd] adj.高兴的；喜欢的；乐意做某事 v.满意；愿意（please的过去分词形式）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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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56 positive 2 ['pɔzətiv, -zi-] adj.积极的；[数]正的，[医][化学]阳性的；确定的，肯定的；实际的，真实的；绝对的 n.正数；[摄]正片

257 powerful 1 ['pauəful] adj.强大的；强有力的 adv.很；非常

258 president 2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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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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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瑞典)普雷斯

260 privat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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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privately 1 ['praivitli] adv.私下地；秘密地

262 problems 1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263 program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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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programs 4 [p'rəʊɡræmz] n. 程序；节目；课程（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

265 projects 2 [p'rədʒekts] [ projected ]的第三人称单数

266 promises 1 ['prɒmɪsɪz] n. 承诺 名词promise的复数形式.

267 proud 2 [praud] adj.自豪的；得意的；自负的 n.(Proud)人名；(英)普劳德

268 purpose 1 ['pə:pəs] n.目的；用途；意志 vt.决心；企图；打算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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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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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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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retur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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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returned 1 [ri'tə:nd] adj.回国的；归来的；被送回的

274 rex 1 [reks] n.雷克斯（男子名）；国王；君主

275 Richard 1 ['ritʃəd] n.理查德（男子名）

276 ride 1 vi.骑马；乘车；依靠；漂浮 vt.骑；乘；控制；（骑马、自行车等）穿越；搭乘；飘浮 n.骑；乘坐；交通工具；可供骑行
的路；（乘坐汽车等的）旅行；乘骑；（乘车或骑车的）短途旅程；供乘骑的游乐设施 n.（英）赖德（人名）；（法、
葡）里德（人名）

277 ritter 1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278 robot 1 ['rəubɔt, -bət, 'rɔbət] n.机器人；遥控设备，自动机械；机械般工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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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rock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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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rode 1 [rəud] v.骑（ride的过去式） n.(Rode)人名；(英、法、德、俄、塞、瑞典)罗德

282 rolling 1 ['rəuliŋ] n.旋转；动摇；轰响 adj.旋转的；起伏的；波动的

283 Russell 2 ['rʌsəl] n.拉塞尔（英国工程师，整流器发明人）

284 Russia 1 ['rʌʃə] n.俄罗斯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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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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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samples 4 ['sɑːmplz] n. 采样；示例 名词sample的复数形式.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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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Scott 1 [skɔt] n.斯科特（男子名）

290 senator 1 ['senətə] n.参议员；（古罗马的）元老院议员；评议员，理事 n.(Senator)人名；(瑞典、斯威)塞纳托尔

291 send 1 [send] vt.发送，寄；派遣；使进入；发射 vi.派人；寄信 n.上升运动 n.(Send)人名；(德)森德

292 sending 1 ['sendɪŋ] 发送； 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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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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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se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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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shipment 1 ['ʃipmənt] n.装货；装载的货物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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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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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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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since 2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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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sm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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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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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soil 1 [sɔil] n.土地；土壤；国家；粪便；务农；温床 vt.弄脏；污辱 vi.变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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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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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soyuz 1 联盟号（宇宙飞船系列名）

307 space 20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308 spacecraft 8 ['speiskrɑ:ft, -kræft] n.[航]宇宙飞船，航天器

309 spaceflight 2 英 ['speɪsflaɪt] 美 ['speɪsˌflaɪt] n. 航天；宇宙飞行

310 spaceship 1 ['speisʃip] n.[航]宇宙飞船

311 spacex 9 n.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美国的太空运输公司）

312 spot 2 [spɔt] n.地点；斑点 vt.认出；弄脏；用灯光照射 vi.沾上污渍；满是斑点 adj.现场的；现货买卖的 adv.准确地；恰好

313 stanford 1 ['stænfəd] n.斯坦福（姓氏，男子名）；斯坦福大学（美国一所大学）

314 starship 1 英 ['stɑ ʃːɪp] 美 ['stɑ rːʃɪp] n. 星际飞船

315 state 1 [steit] n.国家；州；情形 vt.规定；声明；陈述 adj.国家的；州的；正式的 n.(State)人名；(罗、瑞典)斯塔特；(英)斯泰特

316 Stat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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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station 4 n.车站；驻地；地位；身份 vt.配置；安置；驻扎

318 stibbe 1 斯蒂布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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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stopped 1 [stɔpt] v.停止；停下来（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停止的；停顿的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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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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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success 1 [sək'ses] n.成功，成就；胜利；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

324 successes 1 [sək'sesɪz] 成功

325 su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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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surf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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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take 1 vt.拿，取；采取；接受（礼物等）；买，花费；耗费（时间等） vi.拿；获得 n.捕获量；看法；利益，盈益；（入场券
的）售得金额

328 taken 1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329 taking 1 ['teikiŋ] n.取得；捕获；营业收入 adj.可爱的；迷人的；会传染的 v.拿；捕捉；夺取（tak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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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teaches 1 ['tiː tʃɪz] v. 教；教导；教授；教训（动词teach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32 telescope 3 ['teliskəup] vt.压缩；使套叠 vi.套叠；变短 n.望远镜；缩叠式旅行袋

333 test 2 [test] n.试验；检验 vt.试验；测试 vi.试验；测试 n.(Test)人名；(英)特斯特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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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th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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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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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338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39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340 thi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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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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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343 three 4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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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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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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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347 tourism 2 ['tuərizəm] n.旅游业；游览

348 towar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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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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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travel 2 ['trævəl] vi.旅行；行进；步行；交往 vt.经过；在…旅行 n.旅行；游历；漫游

351 traveling 1 ['trævəliŋ] adj.旅行（用）的；移动的 v.旅行（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 n.走步（等于wal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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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ump 1 [trʌmp] n.王牌；法宝；喇叭 vt.胜过；打出王牌赢 vi.出王牌；吹喇叭 n.(Trump)人名；(英)特朗普

354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55 UAE 1 abbr.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nited Arab Emi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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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university 2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358 until 1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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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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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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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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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 virgin 1 ['və:dʒin] adj.处女的；纯洁的；未经利用的，处于原始状态的 n.处女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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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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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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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 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68 Washington 1 ['wɔʃiŋtən] n.华盛顿（美国州名，美国城市名，美国第一任总统，姓氏）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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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 Webb 1 [web] n.韦勃（人名）；威布市（美国密苏里州的城市名）

371 Weeks 1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372 went 1 [went] v.去，过去（go的过去式） n.(Went)人名；(德、匈、荷)文特；(英)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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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 who 2 pron.谁；什么人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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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 willing 1 ['wiliŋ] adj.乐意的；自愿的；心甘情愿的 v.决心；用意志力驱使；将（财产等）遗赠某人（will的现在分词） n.(Willing)
人名；(德、芬、瑞典)维林；(英)威林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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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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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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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year 4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81 years 3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382 yet 2 [jet] adv.还；但是；已经 conj.但是；然而 n.(Ye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一

383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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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