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0-11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rst Details about First Moon
Rocks Brought to Earth Since 1970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6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35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to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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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o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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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from 11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6 samples 11 ['sɑːmplz] n. 采样；示例 名词sample的复数形式.

7 and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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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erial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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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bou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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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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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o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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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ian 8 前

13 th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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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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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O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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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hav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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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i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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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rock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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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otic 5 [,ig'zɔtik] adj.异国的；外来的；异国情调的

20 information 5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21 lunar 5 ['lju:nə] adj.月亮的，月球的；阴历的；银的；微亮的 n.(Lunar)人名；(西)卢纳尔

22 other 5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3 volcanic 5 [vɔl'kænik] adj.火山的；猛烈的；易突然发作的 n.火山岩

24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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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a 4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27 china 4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28 collected 4 [kə'lektid] adj.镇定的；收集成的 v.收集；聚集（collect的过去式）

29 different 4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30 local 4 ['ləukəl] n.[计]局部；当地居民；本地新闻 adj.当地的；局部的；地方性的；乡土的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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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space 4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33 team 4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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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re 4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36 adj 3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37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8 be 3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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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b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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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chang 3 [tʃɑ:ŋ, tʃæŋ] n.青稞酒（等于chong） n.(Chang)人名；(柬)章；(泰)昌

41 eart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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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fir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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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hel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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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history 3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45 is 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46 lande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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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mad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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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materials 3 [mə'tɪərɪəlz] n. 原料；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

49 may 3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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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scientists 3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52 so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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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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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surface 3 ['sə:fis] n.表面；表层；外观 adj.表面的，肤浅的 vi.浮出水面 vt.使浮出水面；使成平面 n.(Surface)人名；(英)瑟菲斯

55 these 3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56 u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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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ve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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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activity 2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59 added 2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60 already 2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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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among 2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63 ancient 2 ['einʃənt] adj.古代的；古老的，过时的；年老的 n.古代人；老人

64 answer 2 ['ɑ:nsə, 'æn-] vt.回答；符合 vi.回答；符合 n.回答；答案；答辩

65 areas 2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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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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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69 believed 2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70 brought 2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71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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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came 2 [keim] v.come的过去式

74 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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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Chinese 2 [,tʃai'ni:z] n.中文，汉语；中国人 adj.中国的，中国人的；中国话的

76 congress 2 ['kɔŋgres, kən'gres] n.国会；代表大会；会议；社交

77 considered 2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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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details 2 n.细节（detail的复数）；详细资料 v.详细说明（detail的三单形式）

80 diverse 2 [dai'və:s, di-] adj.不同的；多种多样的；变化多的

81 dust 2 [dʌst] n.灰尘；尘埃；尘土 vt.撒；拂去灰尘 vi.拂去灰尘；化为粉末 n.(Dust)人名；(德、俄)杜斯特

82 eruption 2 [i'rʌpʃən] n.爆发，喷发；火山灰；出疹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83 exploration 2 [,eksplɔ:'reiʃən] n.探测；探究；踏勘

84 further 2 ['fə:ðə] adv.进一步地；而且；更远地 adj.更远的；深一层的 vt.促进，助长；增进

85 hitting 2 [hɪtɪŋ] n. 命中 动词hit的现在分词形式.

86 identified 2 [aɪ'dentɪfaɪd] adj.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7 impac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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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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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kilograms 2 ['kɪləgræm] 千克； 公斤

90 land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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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la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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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93 might 2 [mait] n.力量；威力；势力 v.可以；或许（may的过去式）；应该 aux.可能；也许 n.(Might)人名；(英)迈特

94 near 2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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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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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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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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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perc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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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presentation 2 n.展示；描述，陈述；介绍；赠送

101 provide 2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102 questions 2 ['kwestʃənz] n. 问题，疑问，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

103 reported 2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104 result 2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105 returned 2 [ri'tə:nd] adj.回国的；归来的；被送回的

106 rock 2 [rɔk] n.岩石；摇滚乐；暗礁 vt.摇动；使摇晃 vi.摇动；摇晃 n.(Rock)人名；(英、德、匈、意、瑞典)罗克

107 samp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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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science 2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109 side 2 [said] n.方面；侧面；旁边 vi.支持；赞助；偏袒 adj.旁的，侧的 vt.同意，支持 n.(Side)人名；(英)赛德

110 site 2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111 sites 2 [saɪt] n. 地点；位置；现场 vt. 使 ... 位于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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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society 2 [sə'saiəti] n.社会；交往；社团；社交界

114 someth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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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sovie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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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statement 2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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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19 took 2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120 unmanned 2 [,ʌn'mænd] adj.无人的；无人操纵的；被阉割的 v.使失去男子气质（unm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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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w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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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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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where 2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125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126 action 1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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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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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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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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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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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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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Apollo 1 [ə'pɔləu] n.阿波罗（太阳神）；美男子

133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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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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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basalts 1 [bæ'sɔː lts] 玄武岩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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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bead 1 [bi:d] n.珠子；滴；念珠 vi.形成珠状，起泡 vt.用珠装饰；使成串珠状

140 beads 1 [biː dz] n. 玻璃珠 名词bead的复数形式.

141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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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bring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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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bursting 1 ['bɜːstɪŋ] adj. 充满的；渴望的 动词burst的现在分词.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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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chemical 1 ['kemikəl] n.化学制品，化学药品 adj.化学的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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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collecting 1 [kə'lekt] v. 收集；聚集；募捐；运走；使（自己）镇定

149 compounds 1 英 ['kɒmpaʊnd] 美 ['kɑːmpaʊnd] n. 化合物；复合词；复合物 n. 院子(用围墙圈起来的场地） adj. 化合的；【语】（词
语等）复合的；【植】复合的；【动】群体的 vt. 混合；调合；使严重；私了；【经】以复利计算 vi. 妥协

150 contain 1 [kən'tein] vt.包含；控制；容纳；牵制（敌军） vi.含有；自制

151 contains 1 [kən'teɪnz] v. 包含 动词contai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52 country 1 n.国家，国土；国民；乡下，农村；乡村；故乡 adj.祖国的，故乡的；地方的，乡村的；国家的；粗鲁的；乡村音
乐的

153 dark 1 adj.黑暗的，深色的；模糊的；无知的；忧郁的 n.黑暗；夜；黄昏；模糊 n.（Dark）人名；（英）达克 n.（Dark）《暗
黑》（一部2017年Netflix出品的德国惊悚剧）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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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deep 1 [di:p] n.深处；深渊 adj.深的；低沉的；深奥的 adv.深入地；深深地；迟 n.(Deep)人名；(英)迪普

156 deepen 1 ['di:pən] vt.使加深；使强烈；使低沉 vi.变深；变低沉

157 described 1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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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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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doctoral 1 ['dɔktərəl] adj.博士的；博士学位的；有博士学位的 n.博士论文

161 drill 1 n.训练；钻孔机；钻子；播种机；演习 vi.钻孔；训练 vt.钻孔；训练；条播 n.(Drill)人名；(德、英)德里尔

162 drilling 1 ['driliŋ] n.钻孔；训练，教练；演练 v.钻孔；训练（drill的ing形式）

163 during 1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164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165 edge 1 [edʒ] n.边缘；优势；刀刃；锋利 vt.使锐利；将…开刃；给…加上边 vi.缓缓移动；侧着移动 n.(Edge)人名；(英)埃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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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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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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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examining 1 adj.审查的；考试的 v.检查；审讯；进行考试（examin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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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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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find 1 vt.查找，找到；发现；认为；感到；获得 vi.裁决 n.发现 n.(Find)人名；(丹)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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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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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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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following 1 ['fɔləuiŋ] adj.下面的；其次的，接着的 n.下列事物；一批追随者 v.跟随；沿行（follow的ing形式）

178 for 1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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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geosciences 1 [dʒiː əʊ'saɪənsɪz] 地学

181 gives 1 [ɡɪv] v. 给；赠予；送；捐助；提供；供给；举行；弯曲 n. 弹性

182 glassy 1 ['glɑ:si, 'glæs-] adj.像玻璃的；光亮透明的；呆滞的

183 grams 1 n. <非正式> 祖母； 外祖母 n. 克（重量单位） 名词gram的复数形式

184 gray 1 [grei] adj.灰色的；苍白的；灰白头发的；阴郁的 n.灰色；暗淡的光线 vi.成为灰色或灰白 vt.使成灰色或灰白 n.(Gray)人
名；(意)格拉伊；(英、法、葡、瑞典)格雷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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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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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hard 1 adj.努力的；硬的；困难的；辛苦的；确实的；严厉的；猛烈的；冷酷无情的 adv.努力地；困难地；辛苦地；接近地；
猛烈地；牢固地 n.（Hard）人名；(英、芬、瑞典)哈德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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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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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hint 1 [hint] n.暗示；线索 vt.暗示；示意 vi.示意 n.(Hint)人名；(英)欣特；(法)安特

191 hints 1 [hɪnt] n. 暗示 v. 暗示；示意

192 holes 1 英 [həʊlz] 美 [hoʊlz] n. 洞；孔 名词hole的复数形式.

193 hopes 1 英 [həʊps] 美 [hoʊps] n.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

194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95 humans 1 ['hjuːmənz] n.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

196 immediate 1 [i'mi:diət] adj.立即的；直接的；最接近的

197 impacted 1 [im'pæktid] adj.压紧的；结实的；嵌入的；（人口）稠密的 v.装紧；挤满（impact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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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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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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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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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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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kinds 1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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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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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late 1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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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launched 1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209 linked 1 [liŋkt] adj.连接的；联合的；显示连环遗传的 v.连接；串联（link的过去分词）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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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machine 1 [mə'ʃi:n] n.机械，机器；机构；机械般工作的人 vt.用机器制造 n.(Machine)人名；(意)马基内

212 magnetic 1 [mæg'netik] adj.地磁的；有磁性的；有吸引力的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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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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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mare 1 [mεə] n.母马；母驴；月球表面阴暗部 n.(Mare)人名；(意、芬、罗、波、塞)马蕾(女名)，马雷；(俄)玛勒；(英)梅尔

215 meaning 1 ['mi:niŋ] n.意义；含义；意图 adj.意味深长的 v.意味；意思是（mean的ing形式）

216 meeting 1 ['mi:tiŋ] n.会议；会见；集会；汇合点 v.会面；会合（meet的ing形式）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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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minerals 1 ['mɪnərəlz] n. 矿产品；矿物；矿产 名词mineral的复数形式.

219 missions 1 ['mɪʃn] n. 使命；代表团；任务；布道

220 mo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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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mostly 1 ['məustli] adv.主要地；通常；多半地

222 mu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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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nasa 1 ['næsə; 'nei-] abbr.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 n.(Nasa)人名；(塞)纳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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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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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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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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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November 1 [nəu'vembə] n.十一月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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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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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objects 1 ['ɒbjekts] n. 目标；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

232 ocean 1 ['əuʃən] n.海洋；大量；广阔 n.(Ocean)人名；(罗)奥切安

233 Oceanus 1 [əu'siənəs] n.俄亥阿诺斯神（海洋之神）

234 old 1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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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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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others 1 pron.其他人

238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39 p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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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past 1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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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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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pieces 1 n.匹头，毛束；件片块个工件零件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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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prepare 1 [pri'pεə] vt.准备；使适合；装备；起草 vi.预备；做好思想准备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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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procellarum 1 风暴洋纪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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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projec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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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provided 1 [prə'vaidid] conj.假如；倘若 v.提供；给予（provide的过去式）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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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reached 1 到达

253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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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relating 1 [rɪ'leɪtɪŋ] adj.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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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resulted 1 [rɪ'zʌlt] n. 结果；成果；答案；成绩；(足球比赛)赢 v. 产生；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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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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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saying 1 ['seiiŋ] n.话；谚语；言论 v.说（say的ing形式）

261 scientific 1 [,saiən'tifik] adj.科学的，系统的

262 scientist 1 ['saiəntist] n.科学家

263 seeking 1 [siː k] n. 寻找；探索；追求 adj.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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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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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shall 1 [ʃæl, 弱ʃəl, ʃl, ʃə, ʃ] aux.应；会；将；必须

267 shand 1 n. 尚德

268 shared 1 英 [ʃeəd] 美 [ʃerd] adj. 共享的；共用的 v. 分享，共享；分配；共有（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69 since 1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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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soil 1 [sɔil] n.土地；土壤；国家；粪便；务农；温床 vt.弄脏；污辱 vi.变脏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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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storms 1 英 [stɔː m] 美 [stɔː rm] n. 暴风雨 v. 起风暴；猛攻；暴怒；捣毁

274 strange 1 [streindʒ] adj.奇怪的；陌生的；外行的 adv.奇怪地；陌生地，冷淡地 n.(Strange)人名；(英)斯特兰奇；(瑞典、塞)斯特
朗格

275 student 1 ['stju:dənt, 'stu:-] n.学生；学者 n.(Student)人名；(德)施图登特

276 substance 1 ['sʌbstəns] n.物质；实质；资产；主旨

277 substances 1 n.物质( substance的名词复数 ); 实质; 物体; [哲学]1)。 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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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suggest 1 vt.提议，建议；启发；使人想起；显示；暗示

280 suggests 1 [sə'dʒest] vt. 建议；暗示；使想起；表明；要求

281 surroundings 1 [sə'raundiŋz] n.环境；周围的事物

282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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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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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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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third 1 [θə:d] num.第三；三分之一 adj.第三的；三分之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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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tim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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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tool 1 [tu:l] n.工具，用具；器械，机床；手段 vi.使用工具；用机床装备工厂 vt.用工具给……加工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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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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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types 1 ['taɪps] n. 类型 v. 打字 名词typ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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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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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union 1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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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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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unusual 1 [,ʌn'ju:ʒuəl] adj.不寻常的；与众不同的；不平常的

300 u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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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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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volcano 1 [vɔl'keinəu] n.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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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way 1 [wei] n.方法；道路；方向；行业；习惯 adv.大大地；远远地 adj.途中的 n.(Way)人名；(中)见Wei；(英、缅)韦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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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western 1 ['westən] adj.西方的，西部的；有西方特征的 n.西方人；西部片，西部小说 n.(Western)人名；(英)韦斯顿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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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with 1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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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10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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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yugi 1 弓木(姓,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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