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9-06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y_ Mars Missions Should
Be Limited to 4 Years to Protect from Ra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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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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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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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radiation 14 n.辐射；放射物

5 from 13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6 Mars 12 [mɑ:z] n.战神；[天]火星

7 space 12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8 and 11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9 be 11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0 th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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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missions 9 ['mɪʃn] n. 使命；代表团；任务；布道

12 study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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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stronauts 8 ['æstrənɔː ts] n. 宇航员 名词astronaut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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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i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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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7 high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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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thi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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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would 6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20 also 5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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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ca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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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during 5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24 exposure 5 [ik'spəuʒə] n.暴露；曝光；揭露；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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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nasa 5 ['næsə; 'nei-] abbr.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 n.(Nasa)人名；(塞)纳莎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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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particles 5 ['paː tɪklz] n. 碎木料 名词particle的复数形式.

29 sola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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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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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h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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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human 4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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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mission 4 ['miʃən] n.使命，任务；代表团；布道 vt.派遣；向……传教

35 plans 4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36 protect 4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37 researchers 4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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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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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should 4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40 ti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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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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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dangerous 3 ['deindʒərəs] adj.危险的 危险地

43 equipment 3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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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found 3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46 future 3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47 lo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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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maximum 3 ['mæksiməm] n.[数]极大，最大限度；最大量 adj.最高的；最多的；最大极限的

49 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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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our 3 ['auə, ɑ:] pron.我们的

51 protective 3 [prəu'tektiv] adj.防护的；关切保护的；保护贸易的

52 researc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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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sen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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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someth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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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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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su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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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UCLA 3 abbr.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58 used 3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59 activity 2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60 affect 2 [ə'fekt, 'æfekt] vt.影响；感染；感动；假装 vi.倾向；喜欢 n.情感；引起感情的因素

61 amount 2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62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63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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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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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could 2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67 currently 2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68 dangerously 2 ['deindʒərəsli] adv.危险地；不安全

69 energy 2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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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heav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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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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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74 include 2 [in'klu:d] vt.包含，包括

75 kinds 2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76 level 2 ['levəl] n.水平；标准；水平面 adj.水平的；平坦的；同高的 vi.瞄准；拉平；变得平坦 vt.使同等；对准；弄平 n.(Level)人
名；(法)勒韦尔

77 levels 2 ['levəlz] n.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78 limited 2 ['limitid] adj.有限的 n.高级快车

79 longer 2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80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81 magnetic 2 [mæg'netik] adj.地磁的；有磁性的；有吸引力的

82 materi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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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models 2 ['mɒdlz] n. 模范；模特儿；模型（名词mode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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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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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mo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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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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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period 2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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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91 solutions 2 [sə'lu ʃːnz] n. 解答

92 special 2 ['speʃəl] n.特使，特派人员；特刊；特色菜；专车；特价商品 adj.特别的；专门的，专用的

93 specifi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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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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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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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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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too 2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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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us 2 pron.我们

101 viable 2 ['vaiəbl] adj.可行的；能养活的；能生育的

102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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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weather 2 ['weðə] n.天气；气象；气候；处境 vt.经受住；使风化；侵蚀；使受风吹雨打 vi.风化；受侵蚀；经受风雨 adj.露天
的；迎风的 n.(Weather)人名；(英)韦瑟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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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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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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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above 1 [ə'bʌv] prep.超过；在……上面；在……之上 adv.在上面；在上文 adj.上文的 n.上文

109 actually 1 adv.实际上；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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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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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amounts 1 [ə'maʊnt] n. 数量；总额 vi. 总计；等于

113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14 angeles 1 ['ændʒələs] n.安杰利斯（姓氏）；天使城（菲律宾地名）

115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6 a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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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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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average 1 n.平均；平均数；海损 adj.平均的；普通的；通常的 vt.算出…的平均数；将…平均分配；使…平衡 vi.平均为；呈中
间色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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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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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best 1 [best] n.最好的人，最好的事物；最佳状态 adj.最好的 adv.最好地 vt.打败，胜过 n.(Best)人名；(英、西、德、葡、法)贝斯
特

123 block 1 n.块；街区；大厦；障碍物 vt.阻止；阻塞；限制；封盖 adj.成批的，大块的；交通堵塞的 n.(Block)人名；(英、法、
德、西、葡、芬、罗)布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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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burns 1 [bə:nz] n.络腮胡子 v.[外科]烧伤（burn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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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California 1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127 cancer 1 ['kænsə] n.癌症；恶性肿瘤

128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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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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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cause 1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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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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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clearly 1 ['kliəli] adv.清晰地；明显地；无疑地；明净地

135 clothing 1 ['kləuðiŋ] n.（总称）[服装]服装；帆装 v.覆盖（clothe的ing形式）；给…穿衣

136 co 1 abbr.一氧化碳（carbonmonoxide）；哥伦比亚（Colombia）；现付票（CashOrder）；货源证书（CertificateofOrigin） n.(Co)
人名；(中)措(藏语·汉语拼音)

137 combined 1 [kəm'baind] adj.结合的；[数]组合的 v.使结合；联合（combine的过去分词）

138 comes 1 ['kɔmis] v.来自；从…来（come的三单形式） n.伴引血管；伴星 n.(Comes)人名；(法)科姆；(德、西、意)科梅斯

139 com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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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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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contact 1 n.接触，联系 vt.使接触，联系 vi.使接触，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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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cycle 1 ['saikl] n.循环；周期；自行车；整套；一段时间 vt.使循环；使轮转 vi.循环；骑自行车；轮转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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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defined 1 [dɪ'faɪnd] adj. 有定义的；明确的，确定的，清晰的；轮廓分明的 v. 规定；限定；定义；解释（动词define的过去式和
过去分词）

146 deflect 1 [di'flekt] vt.使转向；使偏斜；使弯曲 vi.转向；偏斜

147 deflected 1 [di'flektid] adj.偏离的，偏向的 v.打歪（deflect的过去分词）

148 deploying 1 [dɪ'plɔɪ] v. 部署；展开；进入战斗位置；配置

149 destructive 1 [di'strʌktiv] adj.破坏的；毁灭性的；有害的，消极的

150 develop 1 [di'veləp] vt.开发；进步；使成长；使显影 vi.发育；生长；进化；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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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difficulties 1 ['dɪfɪkəlti] n. 困难；争议；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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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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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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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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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effective 1 [i'fektiv] adj.有效的，起作用的；实际的，实在的；给人深刻印象

158 energetic 1 [,enə'dʒetik] adj.精力充沛的；积极的；有力的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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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enhance 1 [in'hɑ:ns, -hæns] vt.提高；加强；增加

161 enhanced 1 [in'hɑ:nst, -'hænst] adj.加强的；增大的 v.提高；加强（enhance的过去分词）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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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xperience 1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164 experiences 1 英 [ɪk'spɪəriəns] 美 [ɪk'spɪriəns] n. 经验；经历 v. 经历；体验；感受

165 expose 1 [ik'spəuz] vt.揭露，揭发；使曝光；显示

166 exposed 1 [ik'spəuzd] adj.暴露的，无掩蔽的 v.暴露，揭露（expose的过去分词）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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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field 1 ['fi:ld] n.领域；牧场；旷野；战场；运动场 vi.担任场外队员 adj.扫描场；田赛的；野生的 vt.把暴晒于场上；使上场 n.
(Field)人名；(英、法、德、葡)菲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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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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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galaxies 1 ['ɡæləksi] n. 银河；星系；一群杰出的人

172 geophysical 1 [dʒi:əu'fizikəl] adj.地球物理学的

173 geophysicist 1 [,dʒi:əu'fizisist] n.[地物]地球物理学者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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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great 1 [greit] adj.伟大的，重大的；极好的，好的；主要的 n.大师；大人物；伟人们

176 greatest 1 ['greɪtɪst] adj. 最大的 形容词great的最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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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harmful 1 ['hɑ:mful] adj.有害的；能造成损害的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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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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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heart 1 [hɑ:t] n.心脏；感情；勇气；心形；要点 vt.鼓励；铭记 vi.结心 n.(Heart)人名；(英)哈特

183 highest 1 ['haiist] adj.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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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identified 1 [aɪ'dentɪfaɪd] adj.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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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impose 1 [im'pəuz] vi.利用；欺骗；施加影响 vt.强加；征税；以…欺骗

188 imposes 1 英 [ɪm'pəʊz] 美 [ɪm'poʊz] v. 强加；课征；强迫；征收(税款)

189 improve 1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190 included 1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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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increase 1 [in'kri:s, 'inkri:s] n.增加，增长；提高 vi.增加，增大；繁殖 vt.增加，加大 n.(Increase)人名；(英)英克里斯

193 intense 1 [in'tens] adj.强烈的；紧张的；非常的；热情的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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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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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involving 1 [ɪn'vɒlvɪŋ] adj.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

197 issues 1 英 ['ɪʃjuːz] 美 ['ɪʃjʊz] n. 议题；债券；发行物；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

198 keep 1 [ki:p] vt.保持；经营；遵守；饲养 vi.保持；继续不断 n.保持；生计；生活费 n.(Keep)人名；(英)基普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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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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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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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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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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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limitations 1 [lɪmɪ'teɪʃnz] n. 局限；不足之处 名词limitation的复数形式.

206 Los 1 [lɔ:s] abbr.视线（LineofSight）；月球轨道航天器（LunarOrbiterSpacecraft） n.(Los)人名；(匈)洛什；(俄、西、瑞典、塞、
英)洛斯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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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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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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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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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methods 1 ['meθədz] n.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

212 modeling 1 ['mɔdəliŋ] n.[自]建模，造型；立体感 adj.制造模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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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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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216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217 nine 1 [nain] n.九，九个 num.九；九个 adj.九的，九个的 n.(Nine)人名；(塞)尼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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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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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outside 1 [,aut'said, 'aut'said] adj.外面的，外部的；外来的 n.外部；外观 adv.在外面，向外面；在室外 prep.在…范围之外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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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particle 1 ['pɑ:tikl] n.颗粒；[物]质点；极小量；小品词

224 passengers 1 旅客

225 periods 1 ['pɪrɪədz] n. 周期 名词period的复数形式.

226 piece 1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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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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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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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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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presents 1 [p'rɪzents] n. 礼物 名词presen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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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produced 1 [prəu'dju:st] v.产生；制造（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创作 adj.引长的；畸形地伸长的

234 protection 1 [prəu'tekʃən] n.保护；防卫；护照

235 protects 1 [prə'tekt] v. 保护；投保

236 published 1 ['pʌblɪʃ] v. 出版；发行；公开发表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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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ray 1 n.射线；光线；【鱼类】鳐形目(Rajiformes)鱼 vt.放射；显出 vi.放射光线；浮现

239 rays 1 [reɪz] n. 射线 名词ray的复数形式.

240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41 recommendations 1 建议

242 reduce 1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243 released 1 [rɪ'liː st] v. 释放；让予；准予发表，发布，发行；免除，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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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ire 1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246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247 risks 1 [rɪsk] n. 危险；风险；投资报酬的风险 vt. 冒 ... 的危险；承受...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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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fe 1 [seif] adj.安全的；可靠的；平安的 n.保险箱；冷藏室；纱橱 n.(Safe)人名；(几)萨菲

250 safer 1 ['seɪfər] adj. 更安全的 形容词safe的比较级.

251 scientists 1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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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secondary 1 ['sekəndəri] adj.第二的；中等的；次要的；中级的 n.副手；代理人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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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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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serving 1 ['sə:viŋ] n.服务；上菜；一份食物 v.服务（serve的ing形式） adj.用于上菜的 n.(Serving)人名；(瑞典)塞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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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258 shelters 1 英 ['ʃeltə(r)] 美 ['ʃeltər] n. 避难所；庇护；庇护所 v. 保护；隐匿；庇护

259 shield 1 [ʃi:ld] n.盾；防护物；保护者 vt.遮蔽；包庇；避开；保卫 vi.防御；起保护作用 n.(Shield)人名；(英)希尔德

260 shielding 1 ['ʃi:ldiŋ] n.[电子]屏蔽；防护 adj.屏蔽的；防护的 v.保护（shield的ing形式）

261 shields 1 n.盾（shield的名词复数）；护罩；盾形奖牌；保护人 vt.掩护（shield的第三人称单数）；庇护；给…加防护罩 n.
（英）希尔兹（人名）

262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263 shows 1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264 skin 1 [skin] n.皮肤；外皮 vt.剥皮 vi.愈合；长皮

265 speed 1 [spi:d] vi.超速，加速；加速，迅速前行；兴隆 n.速度，速率；迅速，快速；昌盛，繁荣 vt.加快…的速度；使成功，使
繁荣 n.(Speed)人名；(英)斯皮德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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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statement 1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268 strict 1 [strikt] adj.严格的；绝对的；精确的；详细的

269 study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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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successful 1 [sək'sesful] adj.成功的；一帆风顺的

271 suggest 1 vt.提议，建议；启发；使人想起；显示；暗示

272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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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team 1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275 tech 1 [tek] n.技术学院或学校 abbr.技术（technology）；技术员（technician） n.(Tech)人名；(柬)德

276 technological 1 [,teknə'lɔdʒikəl] adj.技术的；工艺的

277 temporary 1 ['tempərəri] adj.暂时的，临时的 n.临时工，临时雇员

278 term 1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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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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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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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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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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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touching 1 ['tʌtʃiŋ] adj.动人的，令人同情的 prep.至于，关于 v.接触；感动（touch的ing形式）

286 travelers 1 [t'rævlərz] 旅游者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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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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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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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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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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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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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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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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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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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whi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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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within 1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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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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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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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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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writer 1 ['raitə] n.作家；作者

304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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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yuri 1 n. 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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