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1-14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imal Astrona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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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1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in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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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On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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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space 14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6 tha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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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nd 13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8 or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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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to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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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tortoises 9 n. 乌龟（tortoise的复数）

11 with 7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2 mo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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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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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not 6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5 travel 6 ['trævəl] vi.旅行；行进；步行；交往 vt.经过；在…旅行 n.旅行；游历；漫游

16 were 6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17 animals 5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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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humans 5 ['hjuːmənz] n.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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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bo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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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lbert 4 ['ælbət] n.艾伯特（男子名）

23 body 4 ['bɔdi] n.身体；主体；大量；团体；主要部分 vt.赋以形体 n.(Body)人名；(英、法、罗)博迪

24 b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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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died 4 [daɪ] v. 死；枯竭；消失；渴望 n. 骰子；印模；金属模子

26 eart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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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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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for 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29 hav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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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int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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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monkey 4 ['mʌŋki] n.猴子；顽童 vi.胡闹；捣蛋 vt.嘲弄

32 scientists 4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33 tri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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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5 whe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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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animal 3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37 around 3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38 atrophy 3 ['ætrəfi] n.萎缩，萎缩症；发育停止 vi.萎缩；虚脱

39 could 3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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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fligh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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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ha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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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how 3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43 impact 3 n.影响；效果；碰撞；冲击力 vt.挤入，压紧；撞击；对…产生影响 vi.影响；撞击；冲突；压紧（on，upon，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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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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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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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spacecraft 3 ['speiskrɑ:ft, -kræft] n.[航]宇宙飞船，航天器

48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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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aboard 2 [ə'bɔ:d] adv.在飞机上；[船]在船上；在火车上 prep.在…上

51 ac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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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52 adj 2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53 after 2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54 along 2 [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55 anna 2 ['ænə] n.安娜（女子名）

56 anot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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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appetite 2 ['æpitait] n.食欲；嗜好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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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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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away 2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61 calls 2 ['kɔː lz] n. 呼唤；命令；电话；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

62 capsule 2 ['kæpsju:l] n.胶囊；[植]蒴果；太空舱；小容器 adj.压缩的；概要的 vt.压缩；简述

63 circumlunar 2 [,sə:kəm'lju:nə] adj.绕月球运动的；环月的 n.绕月；月球周围

64 creatures 2 ['kriː tʃəz] n. 生物（creature的复数形式）

65 December 2 [di'sembə] n.十二月

66 decrease 2 [di'kri:s, 'di:-, 'di:kri:s, di'k-] n.减少，减小；减少量 vi.减少，减小 vt.减少，减小

67 did 2 [did] v.做（do的过去式）

68 dogs 2 n.狗（dog的复数）；瘦狗类 v.紧紧跟踪；追猎；紧随（dog的第三人称单数） n.(Dogs)人名；(德)多格斯

69 experiment 2 [ik'speriment, ek's-] vi.尝试；进行实验 n.实验，试验；尝试

70 experimenting 2 [ɪk'sperɪmənt] n. 试验；实验；尝试 vi. 尝试；做实验

71 explore 2 [ik'splɔ:] vt.探索；探测；探险 vi.探索；探测；探险

72 few 2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73 flotation 2 ['fləu'teiʃən] n.浮选（等于floatation）

74 food 2 [fu:d] n.食物；养料

75 Gordo 2 n.(Gordo)人名；(西、葡)戈多；(俄、塞)戈尔多

76 helped 2 [help] v. 帮助；有助于；促进；擅自拿取；（不）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 帮助；援助；帮手；佣人；仆人 int. 救命！

77 his 2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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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II 2 abbr.微光（ImageIntensification）

80 ill 2 [il] adj.生病的；坏的；邪恶的；不吉利的 adv.不利地；恶劣地；几乎不 n.疾病；不幸 n.(Ill)人名；(捷、匈)伊尔

81 is 2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82 June 2 n.六月；琼（人名，来源于拉丁语，含义是“年轻气盛的六月”）

83 kilometers 2 n. 千米，公里（kilometer复数形式）

84 laika 2 ['laikə] n.莱卡犬（一种尖嘴、竖耳、矮胖的粗毛鬈尾狗）

85 launched 2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86 lo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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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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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87 matteo 2 n. 马泰奥

88 monkeys 2 ['mʌŋki] n. 猴子；猴一样的人 v. 嘲弄；胡闹；模仿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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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nam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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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n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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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ocean 2 ['əuʃən] n.海洋；大量；广阔 n.(Ocean)人名；(罗)奥切安

93 October 2 [ɔk'təubə] n.[天]十月

94 orb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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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part 2 n.部分；角色；零件；一些；片段 vt.分离；分配；分开 vi.断裂；分手 adv.部分地 adj.部分的 n.(Part)人名；(英、瑞典)帕
特；(泰)巴；(法)帕尔

96 parts 2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97 separate 2 vt.使分离；使分开；使分居 vi.分开；隔开；分居 adj.单独的；分开的；不同的；各自的； n..分开；抽印本

98 showed 2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99 size 2 [saiz] n.大小；尺寸 adj.一定尺寸的 vt.依大小排列 vi.可比拟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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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名；(英)斯莫尔

101 sputnik 2 ['spʌtnit; 'spu-] n.人造卫星（前苏联制造）

102 sta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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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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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successful 2 [sək'sesful] adj.成功的；一帆风顺的

105 survive 2 [sə'vaiv] vt.幸存；生还；幸免于；比...活得长 vi.幸存；活下来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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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then 2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108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109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110 understand 2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111 union 2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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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website 2 ['websaɪt] n. 网站

114 went 2 [went] v.去，过去（go的过去式） n.(Went)人名；(德、匈、荷)文特；(英)温特

115 while 2 [hwail] conj.虽然；然而；当……的时候 n.一会儿；一段时间 vt.消磨；轻松地度过

116 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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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active 1 ['æktiv] adj.积极的；活跃的；主动的；有效的；现役的 n.主动语态；积极分子

118 affected 1 [ə'fektid] adj.受到影响的；做作的；假装的 vt.影响；假装；使…感动（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9 affects 1 [ə'fekt] vt. 影响；感动；作用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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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allowing 1 [ə'laʊ] vt. 允许；让某人得到；留出；同意（法律） vi. (for)考虑到；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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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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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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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April 1 ['eiprəl] n.四月

126 articles 1 英 ['ɑ tːɪkl] 美 ['ɑ rːtɪkl] n. 文章；物品；条款；[语]冠词 vt. 订契约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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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Atlantic 1 [ət'læntik] n.大西洋 adj.大西洋的

129 atmosphere 1 n.气氛；大气；空气

130 bac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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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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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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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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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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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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beyond 1 [bi'jɔnd] prep.超过；越过；那一边；在...较远的一边 adv.在远处；在更远处 n.远处

136 blossom 1 ['blɔsəm] vi.开花；兴旺；发展成 n.花；开花期；兴旺期；花开的状态 n.(Blossom)人名；(英)布洛瑟姆

137 boar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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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德

138 bodies 1 英 ['bɒdi] 美 ['bɑːdi] n. 身体；主体；正文；主要部分；尸体；躯体；团体 v. 赋…以形体

139 both 1 [bəuθ] adj.两个的；两者的 adv.并；又；两者皆 pron.双方都；两者都 conj.既…且… n.(Both)人名；(德、罗、捷、南非、
匈)博特

140 breathing 1 ['bri:ðiŋ] n.呼吸；瞬间；微风 adj.呼吸的；逼真的 v.呼吸（breathe的现在分词）

141 burned 1 [bə:nd] adj.焦头烂额 v.[外科]烧伤（burn的过去式）

142 called 1 [kɔː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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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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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cats 1 [kæts] abbr.高级电视研究中心（CentreforAdvancedTelevisionStudies）；计算机自动测试系统
（ComputerAutomatedTestSystem）；通信和跟踪系统（CommunicationsandTrackingSystem）；综合分析试验系统
（ComprehensiveAnalyticalTestSystem） n.(Cats)人名；(荷)卡茨

145 caused 1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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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changes 1 [tʃendʒs] n.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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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com 1 abbr.组件对象模型（ComponentObjectModel）；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Computer-OutputMicro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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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continued 1 [kən'tinju:d] adj.继续的；持久的 v.继续；逗留；维持原状（continu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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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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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dead 1 [ded] adj.无生命的；呆板的；废弃了的 adv.完全地 n.死者

155 demonstrated 1 ['demənstreɪt] vt. 证明；演示；示范 vi. 示威

156 desire 1 [di'zaiə] n.欲望；要求，心愿；性欲 vt.想要；要求；希望得到… vi.渴望 n.(Desire)人名；(刚(布)、英)德西雷

157 device 1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158 dissect 1 [di'sekt] vt.切细；仔细分析 vi.进行解剖；进行详细分析

159 dissected 1 [di'sektid] adj.切开的，分开的；多裂的 v.解剖；仔细检查（dissect的过去分词）

160 dissection 1 [di'sekʃən] n.解剖，切开；解剖体；详细查究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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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dog 1 [dɔg, dɔ:g] n.狗；丑女人；卑鄙的人；(俚)朋友 vt.跟踪；尾随

163 done 1 adj.已完成的；做好了的；煮熟的；合乎礼仪的；合乎规矩 int.表示接受建议 v.做（do的过去分词） n.（西、罗）多内
（人名）；（英）多恩（人名）

164 earthlings 1 n.（科幻小说中外星球人谈话时使用的）地球人( earthling的名词复数 )

165 effects 1 [i'fekts] n.效果（effect的复数形式）；财物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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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ntry 1 ['entri] n.进入；入口；条目；登记；报关手续；对土地的侵占

168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169 ever 1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170 examples 1 [ɪɡ'zɑːmplz] n. 例子 名词example的复数形式.

171 experiments 1 [ɪk'sperɪmənt] n. 试验；实验；尝试 vi. 尝试；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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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explains 1 [ɪk'spleɪn] v. 说明；解释

173 failed 1 [feild] adj.已失败的，不成功的 v.失败，不成功（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4 five 1 [faiv] n.五，五个；五美元钞票 num.五，五个 adj.五的；五个的 n.(Five)人名；(挪)菲弗

175 flies 1 [flaiz] n.苍蝇（fly的复数）；舞台上空，吊景区；裤子前面的开口 v.飞行；时间飞逝；乘飞机；飘动（fly的第三人称单
数）

176 float 1 [fləut] vt.使漂浮；实行 vi.浮动；飘动，散播；摇摆；付诸实施 n.彩车，花车；漂流物；浮舟；浮萍 n.(Float)人名；(英)弗
洛特

177 floating 1 ['fləutiŋ] adj.流动的；漂浮的，浮动的 v.漂浮（float的现在分词）

178 force 1 [fɔ:s] n.力量；武力；军队；魄力 vt.促使，推动；强迫；强加 n.(Force)人名；(意)福尔切；(英、法)福斯

179 forget 1 [fə'gɛt] vt.忘记；忽略 vi.忘记 n.(Forget)人名；(法)福尔热

180 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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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functions 1 ['fʌnkʃənz] n. 函数；功能 名词function的复数形式.

183 goes 1 [gəuz] vi.前进；行走（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Goes)人名；(瑞典)约斯；(法、德)格斯；(荷)胡斯

184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85 happened 1 ['hæpəned] adj.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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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healthy 1 ['helθi] adj.健康的，健全的；有益于健康的

188 heartbeat 1 ['hɑ:tbi:t] n.心跳；情感

189 height 1 [hait] n.高地；高度；身高；顶点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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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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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history 1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193 hitting 1 [hɪtɪŋ] n. 命中 动词hit的现在分词形式.

194 honor 1 ['ɔnə] n.荣誉；信用；头衔 vt.尊敬（等于honour）；给…以荣誉

195 hours 1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196 however 1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接副词或形容词）；然而；可是 conj.无论以何种方式;不管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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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Indian 1 ['indiən] adj.印度的；印第安人的；印第安语的 n.印度人；印第安人；印第安语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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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iv 1 [,ai 'vi:] abbr.输入阀；交互式视讯；自变量（IndependentVariable） n.(Iv)人名；(柬)尤；(俄)伊夫

201 Jupiter 1 ['dʒu:pitə] n.[天]木星；朱庇特（罗马神话中的宙斯神）

202 just 1 [dʒʌst] adv.只是，仅仅；刚才，刚刚；正好，恰好；实在；刚要 adj.公正的，合理的；正直的，正义的；正确的；公平
的；应得的 n.(Just)人名；(英)贾斯特；(法)朱斯特；(德、匈、波、捷、挪)尤斯特；(西)胡斯特

203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204 lack 1 [læk] vt.缺乏；不足；没有；需要 vi.缺乏；不足；没有 n.缺乏；不足 n.(Lack)人名；(老)拉；(英、法、意、葡、匈)拉
克；(匈)洛克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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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land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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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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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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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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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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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live 1 [lɪv,lʌɪv] adj.活的；生动的；实况转播的；精力充沛的 vt.经历；度过 vi.活；居住；生存 n.(Live)人名；(法)利夫

212 living 1 ['liviŋ] adj.活的；现存的；活跃的；逼真的 n.生活；生存；生计 v.生活；居住（live的ing形式）；度过 n.(Living)人名；
(英)利文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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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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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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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lost 1 [lɔst, lɔ:st] adj.失去的；丧失的；迷惑的 v.遗失（lose的过去分词）；失败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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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mean 1 adj.平均的；卑鄙的；低劣的；吝啬的 vt.意味；想要；意欲 n.平均值 vi.用意 n.(Mean)人名；(柬)棉

218 mice 1 [mais] n.老鼠（mouse的复数） n.(Mice)人名；(塞)米采

219 Michelle 1 [mi:'ʃel] n. 米歇尔(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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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222 Moscow 1 ['mɔskəu] n.莫斯科（俄罗斯首都）

223 nation 1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224 natural 1 ['nætʃərəl] adj.自然的；物质的；天生的；不做作的 n.自然的事情；白痴；本位音 n.(Natural)人名；(西)纳图拉尔

225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226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27 November 1 [nəu'vembə] n.十一月

228 observe 1 vt.庆祝 vt.观察；遵守；说；注意到；评论 vi.观察；说；注意到；评论

229 o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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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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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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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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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parachute 1 ['pærə,ʃu:t] n.降落伞 vi.跳伞 空投

234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35 percent 1 [pə'sent] n.百分比，百分率；部分；百分数 adj.百分之…的 adv.以百分之…地

236 plant 1 [plɑ:nt, plænt] n.工厂，车间；植物；设备；庄稼 vt.种植；培养；栽培；安置 vi.种植 n.(Plant)人名；(英、西、意)普兰
特；(法)普朗

237 possibility 1 [,pɔsə'biləti] n.可能性；可能发生的事物

238 process 1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的

239 progra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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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proved 1 [p'ruːvd] v. 证明(证明是；检验；勘探；证明；试印)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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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reached 1 到达

243 readings 1 n. 读物 名词reading的复数形式.

244 records 1 [rɪ'kɔː ds] n.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

245 related 1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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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required 1 [rɪ'kwaɪəd] adj. 必需的

248 rest 1 [rest] vt.使休息，使轻松；把…寄托于 n.休息，静止；休息时间；剩余部分；支架 vi.休息；静止；依赖；安置 n.(Rest)人
名；(英、德、俄、捷、荷)雷斯特

249 revolving 1 [ri'vɔlviŋ, -'vɔ:-] adj.旋转的 v.旋转（revolve的ing形式）

250 rhesus 1 ['ri:səs] n.恒河猴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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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rocket 1 ['rɔkit] vi.飞驰，飞快地移动；迅速增加 n.火箭 vt.用火箭运载

253 Russian 1 ['rʌʃən] adj.俄国的；俄语的 n.俄语；俄国人

254 sai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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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same 1 [seim] adj.相同的；同一的；上述的（通常与the连用）；无变化的 pron.同样的事物或人（通常与the连用） adv.同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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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256 say 1 [sei] vt.讲；说明；例如；声称；假设；指明 vi.讲；表示；念；假定；背诵 n.(Say)人名；(土)萨伊；(法、老、柬)赛；(英)
塞伊；(匈、罗)绍伊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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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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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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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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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sick 1 adj.厌恶的；病态的；不舒服；渴望的；恶心的；生病的 n.病人 n.(Sick)人名；(德、西)西克 vt.使狗去咬；呕吐；追击

263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64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265 s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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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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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spaceflight 1 英 ['speɪsflaɪt] 美 ['speɪsˌflaɪt] n. 航天；宇宙飞行

268 splashdown 1 ['splæʃdaun] n.在海中溅落，在海中降落

269 squirrel 1 ['skwə:rəl, 'skwi-, 'skwʌ-] n.松鼠；松鼠毛皮 vt.贮藏

270 Starr 1 [stɑ:] n.斯塔尔（姓氏）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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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stayed 1 [steɪ] v. 停留；逗留；保持 n. 停留；逗留

273 strangest 1 [streɪndʒ] adj. 奇怪的；陌生的；生疏或不自在的

274 structural 1 ['strʌktʃərəl] adj.结构的；建筑的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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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surrounding 1 [sə'raundiŋ] adj.周围的，附近的 n.环境，周围的事物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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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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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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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th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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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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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tissue 1 n.组织；纸巾；薄纱；一套 vt.饰以薄纱；用化妆纸揩去

284 traveled 1 ['trævəld] adj.富有旅行经验的；旅客多的；旅客使用的 v.旅行（travel的过去分词）

285 travelers 1 [t'rævlərz] 旅游者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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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unhealthy 1 [,ʌn'helθi] adj.不健康的；危险的；有害身心健康的

288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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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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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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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waste 1 [weist] n.浪费；废物；荒地；损耗；地面风化物 vt.浪费；消耗；使荒芜 vi.浪费；变消瘦；挥霍钱财 adj.废弃的；多余
的；荒芜的

293 wasting 1 ['weistiŋ] n.浪费 adj.浪费的；造成浪费的

294 w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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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week 1 [wi:k] n.周，星期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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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well 1 [wel] adv.很好地；充分地；满意地；适当地 adj.良好的；健康的；适宜的 n.井；源泉 v.涌出 n.(Well)人名；(英、德、荷)
韦尔

298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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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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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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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Worms 1 [wə:mz, vɔ:rms] n.[基医]蠕虫（worm的复数） n.(Worms)人名；(德、法、葡)沃姆斯

302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03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04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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