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9-23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 Uses Light Signals to
Provide High-speed Internet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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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in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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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nd 17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6 Internet 11 ['intənet] n.因特网

7 by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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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high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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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signals 10 ['sɪɡnəl] n. 信号；标志 v. (发信号)通知、表示 adj. 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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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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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system 9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13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4 i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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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spee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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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data 7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17 fiber 7 ['faibə] n.纤维；光纤（等于fibre） n.(Fiber)人名；(匈)菲贝尔

18 project 7 [英 [prə̍ dʒekt] 美 [prəˈdʒɛkt] vi.设计；计划；表达；投射 vt.设计；计划；发射；放映 n.工程；计划；事业

19 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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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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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ligh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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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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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ccess 5 ['ækses, 'æksəs, æk'ses] vt.使用；存取；接近 n.进入；使用权；通路

24 alphabet 5 n.字母表，字母系统；入门，初步 n.Google创建的名为Alphabet的公司，改变Google原有公司架构，旨在使其当下主
要业务和长期投资项目间的区别更加清晰。

25 a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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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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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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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team 5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29 between 4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30 c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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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Cities 4 n.都市（歌曲名）

32 development 4 [di'veləpmənt] n.发展；开发；发育；住宅小区（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摄]显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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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from 4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35 loon 4 [lu:n] n.[鸟]潜鸟；懒人；笨蛋 n.(Loon)人名；(英、瑞典)隆

36 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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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transmit 4 [trænz'mit, træns-, trɑ:n-] vt.传输；传播；发射；传达；遗传 vi.传输；发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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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two 4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9 world 4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40 ab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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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across 3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42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43 areas 3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44 beam 3 [bi:m] n.横梁；光线；电波；船宽；[计量]秤杆 vt.发送；以梁支撑；用…照射；流露 vi.照射；堆满笑容 n.(Beam)人名；
(阿拉伯)贝亚姆；(英)比姆

45 beams 3 [biː m] vi. 微笑；发光 vt. 播送；发射；用梁支撑 n. 桁条；光线；(光线的)束；(横)梁

46 cables 3 ['keɪbl] n. 电缆；缆；索；电报 v. 发电报；(通过电缆)交流；(用缆绳)固定

47 calle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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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Congo 3 ['kɔŋgəu] n.刚果（位于非洲中部）

49 groun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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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India 3 ['indiə] n.印度（南亚国家）

51 optic 3 ['ɔptik] adj.光学的；视觉的；眼睛的 n.眼睛；镜片 n.(Optic)人名；(英)奥普蒂克

52 people 3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53 provide 3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54 river 3 ['rivə] n.河，江 n.(River)人名；(英)里弗

55 rural 3 ['ruərəl] adj.农村的，乡下的；田园的，有乡村风味的

56 sai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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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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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systems 3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59 use 3 [ju:z] n.使用；用途；发挥 vt.利用；耗费 vi.使用，运用 n.(Use)人名；(德)乌泽

60 uses 3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61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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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adjust 2 [ə'dʒʌst] vt.调整，使…适合；校准 vi.调整，校准；适应

64 affordable 2 [ə'fɔ:dəbl] adj.负担得起的

65 Africa 2 ['æfrikə] n.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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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air 2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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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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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around 2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71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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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balloons 2 [bə'luːn] n. 气球；球状物 vt. 使膨胀 vi. 乘气球飞行；激增；如气球般膨胀 adj. 气球状的

73 based 2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74 bringing 2 [briŋ] vt.带来；促使；引起；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Bring)人名；(英、瑞典)布林

75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76 communities 2 [kə'mjuːnəti] n. 社区；社会；公众；共同体；团体；共享；共有；[生]群落

77 connectivity 2 n.[数]连通性 n.互联互通

78 costly 2 ['kɔstli] adj.昂贵的；代价高的 n.(Costly)人名；(英)科斯特利

79 covered 2 ['kʌvəd] adj.覆盖了的；隐蔽着的；有屋顶的 v.覆盖；包括；掩护（cover的过去分词）

80 developed 2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81 devices 2 [dɪ'vaɪsɪz] n. 设备

82 environments 2 [en'vaɪərənmənts]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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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equipment 2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84 faceboo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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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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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getting 2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87 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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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howe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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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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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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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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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Kinshasa 2 [kin'ʃɑ:sə] n.金沙萨（扎伊尔首都）

93 late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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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line 2 [lain] n.路线，航线；排；绳 vt.排成一行；划线于；以线条标示；使…起皱纹 vi.排队；站成一排 n.(Line)人名；(英)莱恩；
(俄)利涅

95 links 2 ['liŋks] n.[计]链接（link的复数）；沙地；沙丘

96 lo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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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looked 2 [lʊkt]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98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99 maj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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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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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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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offers 2 英 ['ɒfə(r)] 美 ['ɔː fər] vt. 提供；提出；（卖方）出价；贡献 vi. 提议；出现；求婚 n. 提议；出价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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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operate 2 vi.运转；动手术；起作用 vt.操作；经营；引起；对…开刀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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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over 2 ['əuvə] adv.结束；越过；从头到尾 prep.越过；在…之上；遍于…之上 adj.结束的；上面的 vt.越过 n.(Over)人名；(俄、
西、土)奥韦尔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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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progress 2 ['prəugres, 'prɔ-, prəu'gres] n.进步，发展；前进 vi.前进，进步；进行 n.(Progress)人名；(赞)普罗格雷斯

109 provided 2 [prə'vaidid] conj.假如；倘若 v.提供；给予（provide的过去式）

110 receiving 2 [ri'si:viŋ] adj.接受的 n.接受 v.接收（receive的ing形式）

111 republic 2 [ri'pʌblik] n.共和国；共和政体

112 se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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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service 2 ['sə:vis] n.服务，服侍；服役；仪式 adj.服务性的；耐用的；服现役的 vt.维修，检修；保养 n.(Service)人名；(英)瑟维斯

114 similar 2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115 s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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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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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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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technology 2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119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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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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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underserved 2 [,ʌndə'sə:vd] adj.服务不周到的；服务水平低下的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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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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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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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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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迎风的 n.(Weather)人名；(英)韦瑟

126 w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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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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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129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130 admits 1 [əd'mɪt] vt. 承认；允许进入；给…进入的权利；容纳 vi. 承认；允许进入；允许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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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African 1 ['æfrikən] adj.非洲的，非洲人的 n.非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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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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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aircraft 1 ['εəkrɑ:ft] n.飞机，航空器

136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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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39 animals 1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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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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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apart 1 [ə'pɑ:t] adv.相距；与众不同地；分离着 adj.分离的；与众不同的

143 approach 1 [ə'prəutʃ] n.方法；途径；接近 vt.接近；着手处理 vi.靠近

144 attached 1 [ə'tætʃt] adj.附加的；依恋的，充满爱心的 v.附上（attach的过去分词）

145 availability 1 [ə,veilə'biləti] n.可用性；有效性；实用性

146 avoid 1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147 baris 1 巴里

148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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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believed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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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birds 1 ['bɜːdz] n. 鸟，鸟类；禽（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

153 bought 1 [bɔ:t] v.买（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4 Brazzaville 1 ['bræzəvil; 'brɑ:-] n.布拉柴维尔（刚果首都）

155 build 1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156 built 1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157 cable 1 n.缆绳；电缆；海底电报 vt.打电报 vi.打海底电报

158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159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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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carries 1 ['kæri] v. 携带；运送；搬运；带有；传播；承载 n. 【计】进位；运载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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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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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chief 1 [tʃi:f] n.首领；酋长；主要部分 adj.首席的；主要的；主任的 adv.主要地；首要地

165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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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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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communications 1 英 [kəmjuːnɪ'keɪʃ(ə)nz] 美 [kə̩ mjuːnɪ'keɪʃənz] n. 通信技术；通讯设备 名词communication的复数形式.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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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complex 1 ['kɔmpleks] adj.复杂的；合成的 n.复合体；综合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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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conditions 1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172 confident 1 ['kɔnfidənt] adj.自信的；确信的

173 connection 1 n.连接；关系；人脉；连接件

174 continue 1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175 costlier 1 ['kɒstlɪə] adj. 较昂贵的 形容词costly的比较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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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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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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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cup 1 [kʌp] n.杯子；奖杯；酒杯 vt.使成杯状；为…拔火罐

181 days 1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182 definition 1 [,defi'niʃən] n.定义；[物]清晰度；解说

183 deliver 1 [di'livə] vt.交付；发表；递送；释放；给予（打击）；给…接生 vi.实现；传送；履行；投递 n.投球

184 democratic 1 [,demə'krætik,-kəl] adj.民主的；民主政治的；大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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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deployment 1 [di:'plɔimənt] n.调度，部署

187 direct 1 [di'rekt, dai-] adj.直接的；直系的；亲身的；恰好的 vt.管理；指挥；导演；指向 vi.指导；指挥 adv.直接地；正好；按直系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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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distances 1 ['dɪstəns] n. 距离；路程；远方 vt. 与 ... 保持距离；把(对手)甩在后面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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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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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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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electricity 1 [,ilek'trisəti] n.电力；电流；强烈的紧张情绪

194 elon 1 [ɪ'lɒn] 埃伦(可溶性显影剂粉末)

195 ending 1 ['endiŋ] n.结局；结尾

196 engineering 1 [,endʒi'niəriŋ] n.工程，工程学 v.设计；管理（engineer的ing形式）；建造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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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equal 1 ['i:kwəl] adj.平等的；相等的；胜任的 vt.等于；比得上 n.对手；匹敌；同辈；相等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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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pect 1 [ik'spekt] vt.期望；指望；认为；预料 vi.期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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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factory 1 ['fæktəri] n.工厂；制造厂；代理店

203 faster 1 ['fa:stə] adj.更快的 adv.更快地 n.(Faster)人名；(德、捷)法斯特

204 fibers 1 纤维

205 fifa 1 ['faifə] n.费法（已裂变原子数与初始装料易裂变原子数之比）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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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fog 1 [fɔg] n.雾；烟雾，尘雾；迷惑 vt.使模糊；使困惑；以雾笼罩 vi.被雾笼罩；变模糊 n.(Fog)人名；(丹)福

208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209 free 1 [fri:] adj.免费的；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化学]游离的 vt.使自由，解放；释放 adv.自由地；免费 n.(Free)人名；(英)弗里

210 google 1 [gu:gl] 谷歌；谷歌搜索引擎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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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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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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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hd 1 [ˌeɪtʃ'diː ] abbr. 硬盘(=hard disk) abbr. 高清晰度(=high definition)

215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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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heav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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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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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highly 1 ['haili] adv.高度地；非常；非常赞许地

219 idea 1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220 involves 1 英 [ɪn'vɒlv] 美 [ɪn'vɑ lːv] vt. 包含；使忙于；牵涉；使卷入；使陷入

221 January 1 ['dʒænjuəri] n.一月

222 key 1 [ki:] n.（打字机等的）键；关键；钥匙 vt.键入；锁上；调节…的音调；提供线索 vi.使用钥匙 adj.关键的 n.(Key)人名；
(英)基；(德、荷、瑞典)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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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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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like 1 [laik] vt.喜欢；想；愿意 vi.喜欢；希望 prep.像；如同 adj.同样的；相似的 n.爱好；同样的人或物 adv.可能 conj.好像

226 link 1 [liŋk] n.[计]链环，环节；联系，关系 vt.连接，连结；联合，结合 vi.连接起来；联系在一起；将人或物连接或联系起来 n.
(Link)人名；(英、德、塞、捷、匈、瑞典)林克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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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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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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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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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match 1 [mætʃ] vt.使比赛；使相配；敌得过，比得上；相配；与…竞争 vi.比赛；匹配；相配，相称；相比 n.比赛，竞赛；匹
配；对手；火柴

232 media 1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233 mill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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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millions 1 ['mɪliənz] n. 数百万；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

235 moonshot 1 ['muːnʃɒt] n. 月球探测器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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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musk 1 [mʌsk] n.麝香；麝香鹿；麝香香味

238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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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networks 1 英 ['netwɜːk] 美 ['netwɜ rːk] n. 网点；网络；网状系统；广播公司

241 new 1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242 not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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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objec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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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onl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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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operations 1 n.运营；运作；业务操作（operation的复数）

246 optical 1 ['ɔptikəl] adj.光学的；眼睛的，视觉的

247 optics 1 ['ɔptiks] n.[光]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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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50 outages 1 n.（尤指电力的）断供期，断供( outage的名词复数 )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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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parent 1 ['pεərənt] n.父亲（或母亲）；父母亲；根源 n.(Parent)人名；(法)帕朗；(英、西)帕伦特

253 partial 1 ['pɑ:ʃəl] adj.局部的；偏爱的；不公平的

254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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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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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performance 1 n.性能；绩效；表演；执行；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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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perio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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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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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plastic 1 ['plæstik,'plɑ:s-] adj.塑料的；（外科）造型的；可塑的 n.塑料制品；整形；可塑体

261 play 1 [plei] vt.游戏；扮演；演奏；播放；同…比赛 vi.演奏；玩耍；上演；参加比赛 n.游戏；比赛；剧本 n.(Play)人名；(法、瑞
典)普莱

262 pointing 1 ['pɔintiŋ] n.指示 v.指向；指点（point的ing形式）

263 points 1 [英[pɒɪnts] 美[pɔints]] n.点；目的（point的复数）；见解 v.指引；瞄准（point的第三人称单数） n.(Points)人名；(英)波因
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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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prevents 1 [prɪ'vent] v. 预防；防止，阻止；挡住

266 priced 1 [praist] adj.[物价]附有定价的 v.给…定价（price的过去分词）

267 problem 1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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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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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reason 1 ['ri:zən] n.理由；理性；动机 vi.推论；劝说 vt.说服；推论；辩论 n.(Reason)人名；(英)里森

271 reasonable 1 ['ri:zənəbl] adj.合理的，公道的；通情达理的

272 record 1 [ri'kɔ:d, 'rekɔ:d] vt.记录，记载；标明；将...录音 vi.记录；录音 n.档案，履历；唱片；最高纪录 adj.创纪录的 n.(Record)人
名；(法)勒科尔；(英)雷科德

273 reliability 1 [ri,laiə'biləti] n.可靠性

274 reliable 1 [ri'laiəbl] adj.可靠的；可信赖的 n.可靠的人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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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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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require 1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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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resembles 1 [rɪ'zembl] v. 与…相似；像

280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281 right 1 [rait] adj.正确的；直接的；右方的 vi.复正；恢复平稳 n.正确；右边；正义 adv.正确地；恰当地；彻底地 vt.纠正 n.(Right)
人名；(英)赖特

282 role 1 [rəul] n.角色；任务 n.(Role)人名；(意、塞、赤几)罗莱

283 run 1 vi.经营；奔跑；运转 vt.管理，经营；运行；参赛 n.奔跑；赛跑；趋向；奔跑的路程 n.(Run)人名；(塞)鲁恩

284 satellites 1 n. 卫星；人造卫星 名词satellite的复数形式.

285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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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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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separated 1 ['sepəreitid] adj.分开的；分居；不在一起生活的 v.分开；隔开（sepa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89 services 1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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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shining 1 ['ʃainiŋ] adj.光亮的；华丽的 v.闪烁（shine的ing形式）；发亮

292 sight 1 [sait] n.视力；景象；眼界；见解 vt.看见；瞄准 vi.瞄准；观看 adj.见票即付的；即席的

293 slightly 1 ['slaitli] adv.些微地，轻微地；纤细地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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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social 1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296 solution 1 [sə'lju:ʃən] n.解决方案；溶液；溶解；解答

297 solutions 1 [sə'lu ʃːnz] n. 解答

298 space 1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299 spacex 1 n.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美国的太空运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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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structure 1 ['strʌktʃə] n.结构；构造；建筑物 vt.组织；构成；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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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structures 1 [st'rʌktʃəz] n. 结构 名词structur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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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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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telephone 1 ['telifəun] n.（美）电话；电话机；电话耳机 vi.打电话 vt.打电话给…

306 terabytes 1 n.兆兆字节（信息量度单位，terabyte的复数）

307 tested 1 ['testid] adj.经受过考验的；经验定的 v.考验（test的过去分词）；测验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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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tests 1 [test] n. 考验；试验；测试 vt. 试验；测试；接受测验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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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there 1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312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13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314 thread 1 [θred] n.线；螺纹；思路；衣服；线状物；玻璃纤维；路线 vt.穿过；穿线于；使交织 vi.通过；穿透过

315 track 1 [træk] n.轨道；足迹，踪迹；小道 vt.追踪；通过；循路而行；用纤拉 vi.追踪；走；留下足迹

316 tracking 1 ['trækiŋ] n.追踪，跟踪 v.跟踪（track的ing形式）

317 transmission 1 [trænz'miʃən, træns-, trɑ:n-] n.传动装置，[机]变速器；传递；传送；播送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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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travels 1 ['trævəlz] n. 漫游；旅行 名词travel的复数形式.

320 trusted 1 [trʌst] n. 信任；信托 vi. 信任 vt. 相信；委托

321 underdeveloped 1 [,ʌndədi'veləpt] adj.不发达的

322 us 1 pron.我们

323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24 version 1 ['və:ʃən] n.版本；译文；倒转术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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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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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watching 1 ['wɔtʃiŋ] vt.观看，守望；监视，注意（watch现在分词）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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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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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wire 1 ['waiə] n.电线；金属丝；电报 vt.拍电报；给…装电线 vi.打电报 n.(Wire)人名；(英)怀尔

331 without 1 [wi'ðaut, -'θaut] prep.没有；超过；在…外面 adv.户外；在外面；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外部；外面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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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34 worldwide 1 ['wə:ld,waid] adj.全世界的 adv.在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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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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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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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