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9-17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rst All-Civilian Crew
Launches into Earth Orbit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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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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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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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is 1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6 of 1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7 fligh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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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for 9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9 space 9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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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arth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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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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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b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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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firs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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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sh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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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spacex 6 n.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美国的太空运输公司）

17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8 who 6 pron.谁；什么人

19 civilian 5 [si'viljən] adj.民用的；百姓的，平民的 n.平民，百姓

20 h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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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passengers 5 旅客

22 with 5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3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4 arceneaux 4 n. 阿西诺

25 a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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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w 4 [kru:] n.队，组；全体人员，全体船员 vi.一起工作 vt.使当船员 n.(Crew)人名；(英、西)克鲁

27 Jude 4 [dʒu:d] n.犹大书（圣经新约的一书）

28 not 4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9 old 4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30 on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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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orb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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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spacecraft 4 ['speiskrɑ:ft, -kræft] n.[航]宇宙飞船，航天器

33 st 4 [es ti:] abbr.标准时间（standardtime）；Shipping装货单（ShippingTicket）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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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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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abo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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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altitude 3 n.高地；高度；[数]顶垂线；（等级和地位等的）高级；海拔

38 American 3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39 astronaut 3 ['æstrənɔ:t] n.宇航员，航天员；太空旅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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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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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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psu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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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chosen 3 ['tʃəuzən] vt.选择（choose的过去分词） adj.挑选出来的，精选的

43 fully 3 ['fuli] adv.充分地；完全地；彻底地 n.(Fully)人名；(法)菲利

44 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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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hospital 3 ['hɔspitəl] n.医院 n.(Hospital)人名；(英)霍斯皮特尔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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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milli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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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nasa 3 ['næsə; 'nei-] abbr.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 n.(Nasa)人名；(塞)纳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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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pa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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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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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th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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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those 3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54 training 3 ['treiniŋ] n.训练；培养；瞄准；整枝 v.训练；教养（train的ing形式）

55 were 3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56 year 3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57 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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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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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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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automated 2 英 ['ɔː təʊmeɪtɪd] 美 ['ɔː toʊmeɪtɪd] adj. 自动化的 动词autom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1 before 2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62 bone 2 [英[bəʊn] 美[bon]] n.骨；骨骼 vt.剔去...的骨；施骨肥于 vi.苦学；专心致志 n.(Bone)人名；(英)博恩；(法、西、罗、塞)博
内；(老)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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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cer 2 ['kænsə] n.癌症；恶性肿瘤

66 carri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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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during 2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68 effort 2 ['efət] n.努力；成就

69 experience 2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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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fighter 2 ['faitə] n.战士，斗争者；斗士；奋斗者；好战者

72 flying 2 ['flaiiŋ] adj.飞行的 n.飞行 v.飞（fly的ing形式）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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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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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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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ISS 2 n. 工业标准规格

77 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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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jets 2 [dʒet] n. 喷气式飞机；喷口；喷射；喷气式发动机 v. 喷射；喷出；搭乘喷射式飞机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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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led 2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81 lottery 2 ['lɔtəri] n.彩票；碰运气的事，难算计的事；抽彩给奖法

82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83 medical 2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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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money 2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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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organized 2 ['ɔ:gənaizd] adj.有组织的；安排有秩序的；做事有条理的 v.组织（organiz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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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professional 2 [prə'feʃənəl] adj.专业的；职业的；职业性的 n.专业人员；职业运动员

89 prosthesis 2 ['prɔsθisis] n.假体；添字首音；弥补；义体

90 raise 2 [reiz] vt.提高；筹集；养育；升起 vi.上升 n.高地；上升；加薪 n.(Raise)人名；(英)雷兹

91 represent 2 [,repri'zent] vt.代表；表现；描绘；回忆；再赠送 vi.代表；提出异议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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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seat 2 [si:t] n.座位；所在地；职位 vt.使…坐下；可容纳…的；使就职

94 simulator 2 ['simjuleitə] n.模拟器；假装者，模拟者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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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97 trip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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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99 used 2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100 weightlessness 2 ['weitlisnis] n.失重；无重状态

101 wh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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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years 2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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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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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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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age 1 [eidʒ] n.年龄；时代；寿命，使用年限；阶段 vi.成熟；变老 vt.使成熟；使变老，使上年纪 n.(Age)人名；(瑞典)阿格；(日)
扬(姓)；(西、荷)阿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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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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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aims 1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110 air 1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111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12 America 1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113 announcing 1 [ə'naʊnsɪŋ] n. 宣布 动词announce的现在分词形式.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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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Arizona 1 [,æri'zəunə] n.美国亚利桑那州

116 arm 1 n.手臂；武器；袖子；装备；部门 vi.武装起来 vt.武装；备战

117 artificial 1 [,ɑ:ti'fiʃəl] adj.人造的；仿造的；虚伪的；非原产地的；武断的

118 assistant 1 [ə'sistənt] n.助手，助理，助教 adj.辅助的，助理的；有帮助的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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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astronauts 1 ['æstrənɔː ts] n. 宇航员 名词astronaut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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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 1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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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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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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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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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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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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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bod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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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businessman 1 ['biznismæn] n.商人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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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canaveral 1 卡纳维拉尔（角）

133 candidate 1 n.候选人，候补者；应试者

134 cape 1 [keip] n.[地理]海角，岬；披肩 n.(Cape)人名；(塞)察佩；(英)凯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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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causes 1 [kɔː zɪz] n. 原因，理由；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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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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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child 1 n.儿童，小孩，孩子；产物；子孙；幼稚的人；弟子 n.（英）蔡尔德（人名）

140 children 1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141 chris 1 [kris] n.克里斯（男子名）；克莉丝（女子名）

142 college 1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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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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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companies 1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146 compan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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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competitions 1 竞赛

148 conditions 1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149 contest 1 vt.争辩；质疑 vi.竞争；争辩 n.竞赛；争夺；争论

150 controlled 1 [kən'trəuld] adj.受控制的；受约束的；克制的 v.控制；约束（control的过去式）；指挥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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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data 1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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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designed 1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155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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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disease 1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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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doctors 1 英 ['dɒktə(r)] 美 ['dɑːktər] n. 博士；医生 v. 篡改，伪造；阉割

160 donations 1 [dəʊ'neɪʃnz] 募捐

161 donors 1 供精者

162 drag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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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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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ngineer 1 [,endʒi'niə] n.工程师；工兵；火车司机 vt.设计；策划；精明地处理 vi.设计；建造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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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enter 1 ['entə] vt.进入；开始；参加 vi.参加，登场；进去 n.[计]输入；回车 n.(Enter)人名；(英)恩特

167 equipment 1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168 Everett 1 ['evərit] n.埃弗雷特（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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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exercises 1 ['eksəsaiz] n.练习题，演习；运动

170 expected 1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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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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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falcon 1 ['fælkən] n.[鸟]猎鹰；[鸟]隼 n.(Falcon)人名；(法、意、西、葡、罗、瑞典)法尔孔；(英)福尔肯

174 favorite 1 ['feivərit] n.幸运儿；喜欢的事物；特别喜欢的人 adj.最喜爱的；中意的；宠爱的 n.(Favorite)人名；(英)费沃里特

175 February 1 ['februəri] n.二月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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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finalist 1 ['fainəlist] n.参加决赛的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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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Florida 1 ['flɔridə] n.佛罗里达（美国东南部的州）

180 flown 1 v.飞行（fly的过去分词）

181 follows 1 ['fɒləʊz] n. 跟随；遵照 名词follow的复数形式.

182 foot 1 [fut] n.脚；英尺；步调；末尾 vi.步行；跳舞；总计 vt.支付；给……换底 n.(Foot)人名；(英)富特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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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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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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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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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h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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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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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ha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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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hayley 1 ['heili] n.海莉（女子名）

191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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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height 1 [hait] n.高地；高度；身高；顶点

194 her 1 pron.她（she的宾格）；她的（she的所有格）；她（指某个国家；一艘船） n.（法）埃尔（人名）

195 higher 1 ['haiə(r)] adj.更高的，较高的（high的比较级）

196 home 1 [həum] n.家，住宅；产地；家乡；避难所 adv.在家，回家；深入地 adj.国内的，家庭的；有效的 vt.归巢，回家 n.(Home)
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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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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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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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Hubble 1 n.哈勃(姓氏)(天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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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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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inspiration 1 [,inspə'reiʃən] n.灵感；鼓舞；吸气；妙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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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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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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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jared 1 ['dʒeirid] n.杰瑞德（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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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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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Kennedy 1 ['kenidi] n.肯尼迪（姓氏，美国第35任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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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late 1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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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launches 1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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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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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leg 1 [leg] n.腿；支柱

218 leve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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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lifelong 1 ['laiflɔŋ] adj.终身的

220 machines 1 [mə'ʃiː n] n. 机器；做事效率高的人；工具；车辆 v. 以机器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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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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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224 Members 1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225 Memphis 1 ['memfis] n.孟斐斯（古埃及城市，废墟在今开罗之南）；孟菲斯市（美国田纳西州城市名）

226 minutes 1 ['mɪnɪts] n. 分钟；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

227 missile 1 ['misail, -səl] n.导弹；投射物 adj.导弹的；可投掷的；用以发射导弹的

228 missing 1 ['misiŋ] adj.失踪的；缺少的 v.错过（miss的ing形式）；想念；漏掉 n.(Missing)人名；(德)米辛

229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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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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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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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Numbers 1 n.民数记（旧约圣经的第四卷） n.Numbers表格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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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offered 1 ['ɒfəd] v. 提供；奉献；提议 vbl. 提供；奉献；提议

236 operation 1 [,ɔpə'reiʃən] n.操作；经营；[外科]手术；[数][计]运算

237 orbited 1 英 ['ɔː bɪt] 美 ['ɔː rbɪt] n. 势力范围；眼眶；轨迹 vt. 绕轨道而行；进入轨道 vi. 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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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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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others 1 pron.其他人

241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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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ow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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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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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passenger 1 ['pæsindʒə] n.旅客；乘客；过路人；碍手碍脚的人

246 patient 1 adj.有耐心的，能容忍的 n.病人；患者 n.(Patient)人名；(法)帕蒂安

247 patients 1 ['peɪʃənts] n.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

248 pay 1 vt.支付，付；偿还，补偿；给予 vi.付款；偿还 n.工资，薪水；付款；报答 adj.收费的；需付费的

249 perfect 1 ['pə:fikt, pə'fekt] adj.完美的；最好的；精通的 vt.使完美；使熟练 n.完成式 n.(Perfect)人名；(英)珀费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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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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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phoenix 1 ['fi:niks] n.凤凰；死而复生的人 n.(Phoenix)人名；(英)菲尼克斯

253 physically 1 ['fizikli] adv.身体上，身体上地

254 physician 1 [fi'ziʃən] n.[医]医师；内科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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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pilot 1 ['pailət] n.飞行员；领航员 adj.试点的 v.驾驶；领航；试用 n.(Pilot)人名；(意、印)皮洛特；(法)皮洛

257 piloted 1 ['paɪlətɪd] adj. 有人驾驶的 动词pil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8 plans 1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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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position 1 [pə'ziʃən] n.位置，方位；职位，工作；姿态；站位 vt.安置；把……放在适当位置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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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prize 1 [praiz] n.奖品；奖赏；战利品 vt.珍视；捕获；估价 adj.获奖的

262 proctor 1 n.代理人；学监；监考员 vt.监督

263 promised 1 英 ['prɒmɪs] 美 ['prɑːmɪs] n. 诺言；预示；约定；(有)希望 v. 允诺；发誓；答应；有希望

264 purposes 1 英 ['pɜːpəs] 美 ['pɜ rːpəs] n. 目的；决心；意图；议题 v. 打算；决意

265 raised 1 [[reizd] adj.凸起的；发酵的；浮雕的 v.提高（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举起；抚育，抚养

266 reach 1 [ri:tʃ] vi.达到；延伸；伸出手；传开 vt.达到；影响；抵达；伸出 n.范围；延伸；河段；横风行驶 n.(Reach)人名；(柬)列

267 real 1 ['riəl, ri:l] adj.实际的；真实的；实在的 adv.真正地；确实地 n.现实；实数 n.(Real)人名；(德、西、葡、法)雷亚尔；(英)里
尔

268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69 replaced 1 [rɪ'pleɪsd] adj. 被替换的 动词re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70 replaces 1 [rɪ'pleɪs] vt. 取代；替换；放回原处；偿还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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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resear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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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returning 1 v.归还，[计]返回，回复（return的ing形式） n.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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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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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des 1 [raɪd] v. 骑；乘 n. 交通工具；骑；乘车；搭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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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rockets 1 英 ['rɒkɪt] 美 ['rɑːkɪt] n. 火箭；芝麻菜；紫花南芥 v. 猛涨；飞快地移动

280 sally 1 英 [ˈsæli] 美 [ˈsæli] n.突围；[军]出击；（感情等）迸发；俏皮话；远足 vt.突围；出发；动身，外出 n.(Sally)人名；(捷)萨
莉；(德、芬、意、英)萨莉(教名Sara、Sarah的昵称)

281 sea 1 [si:] n.海；海洋；许多；大量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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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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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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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Sian 1 ['ʃi:'ɑ:n] n.西安（陕西省的省会）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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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sold 1 [səuld] v.卖，销售（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old)人名；(瑞典)索尔德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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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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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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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started 1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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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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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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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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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teacher 1 ['ti:tʃə] n.教师；导师 n.(Teacher)人名；(英)蒂彻

298 telescope 1 ['teliskəup] vt.压缩；使套叠 vi.套叠；变短 n.望远镜；缩叠式旅行袋

299 Tennessee 1 [,teni'si:] n.田纳西州（美国州名）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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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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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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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303 thigh 1 [θai] n.大腿，股

304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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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tickets 1 ['tɪkɪt] n. 票；券；标签；罚单；候选人名单 vt. 加标签于；售票；开罚单；检票，查验票证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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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309 top 1 [tɔp] n.顶部，顶端；上部；首席；陀螺 vi.高出，超越；结束；达到顶点 vt.超越，超过；给…加盖；达到…的顶端 adj.最
高的，顶上的；头等的 n.(Top)人名；(英、土、意)托普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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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travel 1 ['trævəl] vi.旅行；行进；步行；交往 vt.经过；在…旅行 n.旅行；游历；漫游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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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treats 1 [triː t] v. 对待；视为；探讨；治疗；处理；请客 n. 款待；宴飨

314 understanding 1 [,ʌndə'stændiŋ] n.谅解，理解；理解力；协议 adj.了解的；聪明的；有理解力的 v.理解；明白（understand的ing
形式）

315 us 1 pron.我们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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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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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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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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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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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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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Wednesday 1 ['wenzdi; -dei] n.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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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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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w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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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win 1 vt.赢得；在…中获胜 vi.赢；获胜；成功 n.赢；胜利 n.(Win)人名；(德、荷、缅)温；(英)温(女子教名Winifred的昵称)

327 winners 1 温纳斯

328 woman 1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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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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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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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youngest 1 ['jʌŋgist] n.最小的儿子；年纪最小的人 adj.最年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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