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8-16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SA_ New Data on Asteroid
Bennu Still Suggests Possible Threat to Earth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5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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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to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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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arth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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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tha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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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i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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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from 12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8 abou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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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steroid 8 ['æstərɔid] n.[天]小行星；[无脊椎]海盘车；小游星 adj.星状的

10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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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i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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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new 7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4 scientists 7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15 h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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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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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8 w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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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0 an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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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 5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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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could 5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24 data 5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25 objects 5 ['ɒbjekts] n. 目标；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

26 Osiris 5 [əu'saiəris] n.司阴府之神，地狱判官（埃及神话人物名）

27 rex 5 [reks] n.雷克斯（男子名）；国王；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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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also 4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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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chances 4 英 [tʃɑːns] 美 [tʃæns] n. 可能性；机会；偶然性 v. 偶然发生；碰巧；冒 ... (的险)

32 h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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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Johnson 4 ['dʒɔnsən] n.约翰逊（姓氏）

34 sai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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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stud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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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there 4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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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years 4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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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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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bett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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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crater 3 ['kreitə] n.火山口；弹坑 vt.在…上形成坑；取消；毁坏 vi.形成坑；消亡

43 d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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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45 mission 3 ['miʃən] n.使命，任务；代表团；布道 vt.派遣；向……传教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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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muc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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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near 3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49 noted 3 ['nəutid] adj.著名的；显著的；附有乐谱的 v.注意；记下（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0 objec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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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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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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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pass 3 [pɑ:s, pæs] n.及格；经过；护照；途径；传球 vi.经过；传递；变化；终止 vt.通过；经过；传递 n.(Pass)人名；(英、法、
德、俄)帕斯

54 researchers 3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55 size 3 [saiz] n.大小；尺寸 adj.一定尺寸的 vt.依大小排列 vi.可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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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sti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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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strike 3 [straik] vi.打，打击；罢工；敲，敲击；抓；打动；穿透 vt.打，击；罢工；撞击，冲击；侵袭；打动；到达 n.罢工；打
击；殴打 n.(Strike)人名；(英)斯特赖克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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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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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would 3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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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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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65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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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coming 2 ['kʌmiŋ] adj.即将到来的；接着的；前途有望的 n.来到；到达 v.来（come的ing形式）

68 destruction 2 [di'strʌkʃən] n.破坏，毁灭；摧毁

69 d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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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formed 2 [fɔ:md] adj.成形的，成形 v.成形加工（form过去时形式）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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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73 Icarus 2 ['ikərəs; 'aikə-] n.伊卡洛斯（代达罗斯的儿子）

74 idea 2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75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76 life 2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77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78 mill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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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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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now 2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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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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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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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84 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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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planets 2 [p'lænɪts] 行星

86 possible 2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87 prediction 2 [pri'dikʃən] n.预报；预言

88 samples 2 ['sɑːmplz] n. 采样；示例 名词sample的复数形式.

89 s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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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should 2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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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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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studying 2 ['stʌdi] n. 研究；学习；学科；书房；(绘画或文学)习作；练习曲；沉思；记忆力…的人；台词记得…的人 v. 研究；
学习；读书；仔细观察；努力

94 such 2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95 suggests 2 [sə'dʒest] vt. 建议；暗示；使想起；表明；要求

96 su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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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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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threat 2 [θret] n.威胁，恐吓；凶兆

99 throug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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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times 2 [taimz] prep.乘以 v.使…相乘（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时代（time的复数）；[数]次数

101 undiscovered 2 英 [ˌʌndɪs'kʌvəd] 美 [ˌʌndɪs'kʌvərd] adj. 未被发现的

102 within 2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103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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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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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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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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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aircraft 1 ['εəkrɑ:ft] n.飞机，航空器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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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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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anything 1 ['eniθiŋ] pron.任何事

112 appeared 1 [ə'piəd] adj.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3 arrival 1 [ə'raivəl] n.到来；到达；到达者

114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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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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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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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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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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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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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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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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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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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believed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125 billion 1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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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bomb 1 [bɔm] vt.轰炸，投弹于 vi.轰炸，投弹；失败 n.炸弹

127 California 1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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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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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centuries 1 ['sentʃərɪz] n. 世纪 名词century的复数形式.

131 chance 1 [tʃɑ:ns, tʃæns] n.机会，际遇；运气，侥幸；可能性 vt.偶然发生；冒……的险 vi.碰巧；偶然被发现 n.(Chance)人名；(英)
钱斯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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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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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closest 1 [k'ləʊsɪst] adj. 最靠近的

135 collect 1 [kə'lekt] vt.收集；募捐 vi.收集；聚集；募捐 adv.由收件人付款地 adj.由收件人付款的 n.(Collect)人名；(英)科莱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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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concerned 1 [kən'sə:nd] adj.有关的；关心的 v.关心（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与…有关

138 considered 1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139 covering 1 ['kʌvəriŋ] adj.掩盖的，掩护的 n.遮盖物，覆盖物 v.覆盖；穿（cover的ing形式）；代替

140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141 current 1 ['kʌrənt] adj.现在的；流通的，通用的；最近的；草写的 n.（水，气，电）流；趋势；涌流 n.(Current)人名；(英)柯伦
特

142 davide 1 n. 戴维德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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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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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destroy 1 [di'strɔi] vt.破坏；消灭；毁坏

146 details 1 n.细节（detail的复数）；详细资料 v.详细说明（detail的三单形式）

147 discovered 1 英 [dɪ'skʌvə(r)] 美 [dɪ'skʌvər] v. 发现；偶然撞见；发觉

148 distance 1 ['distəns] n.距离；远方；疏远；间隔 vt.疏远；把…远远甩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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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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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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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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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every 1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155 expecting 1 [ɪk'spekt] v. 预期；期待；盼望

156 explosive 1 [ik'spləusiv] adj.爆炸的；爆炸性的；爆发性的 n.炸药；爆炸物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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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falling 1 ['fɔ:liŋ] adj.下降的；落下的 n.下降；落下；陷落 v.落下（fall的ing形式） n.(Falling)人名；(瑞典)法林

159 finding 1 ['faindiŋ] n.发现；裁决；发现物 v.找到；感到（find的ing形式）；遇到

160 findings 1 ['faɪndɪŋz] n. 调查(或研究)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

161 fir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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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fligh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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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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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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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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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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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gives 1 [ɡɪv] v. 给；赠予；送；捐助；提供；供给；举行；弯曲 n. 弹性

169 goal 1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170 gravitational 1 [,grævi'teiʃənəl] adj.[力]重力的，[力]引力的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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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half 1 [hɑ:f, hæf] n.一半；半场；半学年 adv.一半地；部分地 adj.一半的；不完全的；半途的 n.(Half)人名；(阿拉伯)哈勒夫；(德)
哈尔夫；(英)哈夫

173 h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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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haven 1 ['heivən] n.港口；避难所，安息所 vt.为……提供避难处；安置……于港中 n.(Haven)人名；(英)黑文

175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176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177 heat 1 [hi:t] n.高温；压力；热度；热烈 vt.使激动；把…加热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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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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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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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hole 1 [həul] n.洞，孔；洞穴，穴；突破口 vi.凿洞，穿孔；（高尔夫球等）进洞 vt.凿洞 n.(Hole)人名；(瑞典、挪)霍勒；(英)霍
尔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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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identify 1 vt.确定；鉴定；识别，辨认出；使参与；把…看成一样vi.确定；认同；一致

184 improved 1 [ɪm'pruːvd] adj. 改良的；改进的 动词impr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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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increases 1 [ɪn'kriː s] v. 增加；提高 n. 增加；增强；提高

187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88 interactions 1 [ɪntə'rækʃnz] 相互作用

189 int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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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jet 1 [dʒet] n.喷射，喷嘴；喷气式飞机；黑玉 adj.墨黑的 vt.射出 vi.射出；[航]乘喷气式飞机

191 jpl 1 n. 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零件目录)

192 kilometers 1 n. 千米，公里（kilometer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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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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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large 1 [lɑ:dʒ] adj.大的；多数的；广博的 adv.大大地；夸大地 n.大 n.(Large)人名；(英)拉奇；(法)拉尔热

196 larger 1 adj.大的；多量的；大的(large的比较级)；大规模的；众多的；（服装、食物、日用品等）大型号的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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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late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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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lead 1 [[li:d] [led]] n.领导；铅；导线；榜样 vt.领导；致使；引导；指挥 vi.领导；导致；用水砣测深 adj.带头的；最重要的 n.
(Lead)人名；(英)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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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Lindley 1 n.(Lindley)人名；(英、西、葡)林德利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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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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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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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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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makes 1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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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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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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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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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mo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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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vements 1 ['muːvmənts] n. 动作

213 moves 1 [muːv] n.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

214 necessary 1 ['nesisəri] adj.必要的；必需的；必然的 n.必需品 n.(Necessary)人名；(英)内塞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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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neos 1 (=New England Ophthalmologic Society) 新英格兰眼科学会

217 observations 1 [ɒbzə'veɪʃnz] n. 观察值 名词observation的复数形式.

218 observing 1 [əb'zəviŋ, ɔb-] adj.观察的；注意的；观察力敏锐的 v.观察；遵守（observe的ing形式）

219 October 1 [ɔk'təubə] n.[天]十月

220 officer 1 ['ɔfisə, 'ɔ:-] n.军官，警官；公务员，政府官员；船长 vt.指挥 n.(Officer)人名；(英)奥菲瑟

221 overall 1 ['əuvərɔ:l, ,əuvə'rɔ:l] adj.全部的；全体的；一切在内的 adv.全部地；总的说来 n.工装裤；罩衫

222 overly 1 ['əuvəli] adv.过度地；极度地 n.(Overly)人名；(英)奥弗利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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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法)帕日

224 path 1 [pɑ:θ, pæθ] n.道路；小路；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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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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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permitted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228 planetary 1 ['plænitəri] adj.行星的

229 population 1 [,pɔpju'leiʃən] n.人口；[生物]种群，[生物]群体；全体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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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predict 1 [pri'dikt] vt.预报，预言；预知 vi.作出预言；作预料，作预报

232 present 1 ['prezənt, pri'zent] vt.提出；介绍；呈现；赠送 vi.举枪瞄准 adj.现在的；出席的 n.现在；礼物；瞄准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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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presse 1 Die Presse (German-Neue Freie Presse)-Vienna's Press (德语)维也纳通信社

235 propulsion 1 [prəu'pʌlʃən] n.推进；推进力

236 provides 1 [prə'vaɪd] v. 供给；提供；准备；规定；抚养

237 publication 1 [,pʌbli'keiʃən] n.出版；出版物；发表

238 push 1 vt.推动，增加；对…施加压力，逼迫；按；说服 vi.推进；增加；努力争取 n.推，决心；大规模攻势；矢志的追求

239 put 1 [put] vt.放；表达；移动；安置；赋予 vi.出发；击；航行；发芽 n.掷；笨蛋；投击；怪人 adj.固定不动的 n.(Put)人名；
(泰、缅)布

240 really 1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241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42 redirect 1 [,ri:di'rekt, -dai-] vt.使改方向；重新寄送 adj.再直接的 n.再直接询问

243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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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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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risk 1 [risk] n.风险；危险；冒险 vt.冒…的危险 n.(Risk)人名；(英、阿拉伯)里斯克

247 rock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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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round 1 [raund] n.圆；循环；一回合；圆形物 adj.圆的；完全的；大概的；肥胖的 adv.在周围；迂回地；朝反方向；挨个 vt.完
成；围捕；绕行；弄圆 vi.进展；变圆；环行；发胖 prep.附近；绕过；大约；在…周围 n.(Round)人名；(英)朗德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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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51 scientist 1 ['saiəntist] n.科学家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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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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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55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256 six 1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257 sky 1 [skai] n.天空；顶点 vt.把…投向空中；把…挂得过高 vi.踢或击高空球；把桨叶翘得过高；飞涨 n.(Sky)人名；(英)斯凯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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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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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solar 1 ['səulə] adj.太阳的；日光的；利用太阳光的；与太阳相关的 n.日光浴室 n.(Solar)人名；(法、英、意、西、塞、捷)索拉尔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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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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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spent 1 [spent] adj.耗尽了的；精疲力尽的 v.花费（spend的过去分词）；浪费；耗费

265 spoke 1 v.说话（speak的过去式）；为…装轮辐；说；演说；从某种观点来说 n.（车轮的）辐条；轮辐；破坏某人的计划；阻
挠某人的行动；刹车；扶梯棍

266 studies 1 ['stʌdɪz]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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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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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takes 1 [teɪk] v. 拿；取；执行；需要；接受；理解；修(课程)；花费；吃（喝）；认为；搭乘 n. 拿取；取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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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them 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73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74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275 think 1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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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though 1 [ðəu] adv.可是，虽然；不过；然而 conj.虽然；尽管 prep.但

278 thought 1 [θɔ:t] n.思想；思考；想法；关心 v.想，思考；认为（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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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281 total 1 ['təutəl] adj.全部的；完全的；整个的 vt.总数达 vi.合计 n.总数，合计 n.(Total)人名；(法、德)托塔尔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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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84 understand 1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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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us 1 pron.我们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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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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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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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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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ways 1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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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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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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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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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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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worried 1 ['wʌrid, 'wə:rid] adj.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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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300 writer 1 ['raitə] n.作家；作者

301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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