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0-14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 Map of the Universe Lets
Users 'Travel Through Space and Time'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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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dapted 1 [ə'dæptɪd] adj.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 add 1 [æd] vi.加；增加；加起来；做加法 vt.增加，添加；补充说；计算…总和 n.加法，加法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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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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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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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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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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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lone 1 [ə'ləun] adj.独自的；单独的；孤独的 adv.独自地；单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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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2 and 14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3 ap 1 abbr.美国联合通讯社（AssociatedPress）；空气污染（AirPollution）；大气规划（AirProgram）；汇编程序
（AssemblyProgram） n.(Ap)人名；(中)鸭(广东话·威妥玛)

14 appear 1 vi.出现；显得；似乎；出庭；登场

15 appearing 1 [ə'piəriŋ] n.[印刷]版面高度 v.出现，显得（appear的ing形式）

16 apple 1 n.苹果，苹果树，苹果似的东西；[美俚]炸弹，手榴弹，（棒球的）球；[美俚]人，家伙。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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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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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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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ociated 2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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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stronomy 1 [ə'strɔnəmi] n.天文学

23 astrophysicist 1 [,æstrəu'fi:zisist] n.天体物理学家

24 astrophysics 1 [,æstrəu'fiziks] n.天体物理学

25 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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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vailable 1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27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28 bang 2 [bæŋ] n.刘海；重击；突然巨响 adv.直接地；砰然地；突然巨响地 vt.重击；发巨响 n.(Bang)人名；(英、乍)班；(芬、德、
丹)邦

29 be 4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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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beginning 1 [bi'giniŋ] n.开始；起点 v.开始；创建（begin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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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be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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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beta 1 ['bi:tə, 'bei-] n.贝它（希腊字母表的第二个字母） n.(Beta)人名；(日)部田(姓)；(土)贝塔；(匈)拜陶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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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big 2 [big] adj.大的；重要的；量大的 adv.大量地；顺利；夸大地 n.(Big)人名；(土)比格

37 billion 1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38 both 1 [bəuθ] adj.两个的；两者的 adv.并；又；两者皆 pron.双方都；两者都 conj.既…且… n.(Both)人名；(德、罗、捷、南非、
匈)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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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40 b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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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b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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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call 1 [kɔ:l] vi.呼叫；拜访；叫牌 vt.呼叫；称呼；召集 n.电话；呼叫；要求；访问 n.(Call)人名；(瑞典、罗)卡尔；(英)考尔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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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ca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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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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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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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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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combines 1 [kəm'baɪn] v. 联合；使结合；结合 n. 集团；联合收割机；联合企业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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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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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ompleted 1 [kəm'pliː tɪd] adj. 已完成的 v. 完成（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2 compose 2 [kəm'pəuz] vt.构成；写作；使平静；排…的版 vi.组成；作曲；排字

53 computer 6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54 computers 2 [kəm'pju tːəz] n.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

55 consists 1 [kən'sɪst] vi. 由 ... 组成；构成；在于；符合

56 content 1 ['kɔntent] n.内容，目录；满足；容量 adj.满意的 vt.使满足 n.(Content)人名；(法)孔唐

57 continually 1 [kən'tinjuəli] adv.不断地；频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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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60 created 3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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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databases 2 ['deɪtəbeɪs] n. 数据库

63 depth 1 [depθ] n.[海洋]深度；深奥

64 detailed 1 ['di:teild, di'teild] adj.详细的，精细的；复杂的，详尽的 v.详细说明（detail的过去分词）

65 device 1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66 different 3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67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68 dimensional 2 [di'menʃənəl, dai-] adj.空间的；尺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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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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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does 1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72 downloading 1 ['daʊnləʊdɪŋ] n. 卸下；[计]下载 动词download的现在分词形式.

73 eart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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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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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fficient 2 [i'fiʃənt] adj.有效率的；有能力的；生效的

76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77 eight 1 [eit] num.八；八个；第八 adj.八的 n.八字形

78 energy 1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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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pfl 3 Enoch Pratt Free Library (Baltimore) 伊诺克·普拉特自由图书馆(巴尔的摩)

81 equipment 2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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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veryone 1 ['evriwʌn] pron.每个人；人人 n.每个人

84 exoplanet 3 [ek'sɒpleɪnɪt] n. （太阳系以外的）外部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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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expect 1 [ik'spekt] vt.期望；指望；认为；预料 vi.期待；预期

86 experience 3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87 experienced 1 [ik'spiəriənst] adj.老练的，熟练的；富有经验的

88 experts 1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89 explore 1 [ik'splɔ:] vt.探索；探测；探险 vi.探索；探测；探险

90 explosion 1 n.爆炸；爆发；激增 n.（Explosion）《引爆者》（一部中国动作、犯罪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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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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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facts 1 n. 事实 名词fact的复数形式.

94 far 1 [fɑ:] adv.很；遥远地；久远地；到很远的距离；到很深的程度 adj.远的；久远的 n.远方 n.(Far)人名；(德、西、塞)法尔

95 farther 1 ['fɑ:ðə] adv.更远地；此外；更进一步地 adj.进一步的；更远的（far的比较级）

96 Federal 1 ['fedərəl] adj.联邦的；同盟的 n.北部联邦同盟盟员；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
(Federal)人名；(英)费德勒尔

97 fir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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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for 6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99 framework 2 ['freimwə:k] n.框架，骨架；结构，构架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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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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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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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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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galaxy 1 n.[天]星系；银河系（theGalaxy）；一群显赫的人 n.三星智能手机品牌2015年三星中国公布Galaxy的中文名称为“盖乐
世”（Galaxy） [复数galaxies]

105 get 2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06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107 glasses 1 ['glɑːsɪz] n. 眼镜；双筒镜 名词glass的复数形式.

108 google 1 [gu:gl] 谷歌；谷歌搜索引擎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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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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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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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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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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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head 1 [hed] n.头；头痛；上端；最前的部分；理解力 vt.前进；用头顶；作为…的首领；站在…的前头；给…加标题 vi.出发；
成头状物；船驶往 adj.头的；主要的；在顶端的 n.(Head)人名；(英)黑德

115 headset 1 ['hedset] n.耳机；头戴式受话器

116 headsets 1 n.戴在头上的耳机或听筒( headset的名词复数 )

117 hear 2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118 height 1 [hait] n.高地；高度；身高；顶点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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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hundreds 1 ['hʌndrədz] n. 数百；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

121 ideas 1 观念

122 images 4 ['ɪmɪdʒ] n. 印象；形象；影像；图像；肖像 vt. 反映；想像；描绘

123 imagined 1 [ɪ'mædʒɪn] vt. 想像；设想；料想；猜想；认为 vi. 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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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i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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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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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includes 3 [ɪnk'luːdz]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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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infinite 2 ['infinət] adj.无限的，无穷的；无数的；极大的 n.无限；[数]无穷大；无限的东西（如空间，时间）

130 information 2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31 institute 1 ['institjut, -tu:t] vt.开始（调查）；制定；创立；提起（诉讼） n.学会，协会；学院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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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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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is 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35 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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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37 jean 1 [dʒi:n, dʒein] n.牛仔裤；[纺]斜纹棉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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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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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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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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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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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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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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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larg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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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147 Lausanne 1 [ləu'zɑ:n; -'zæn] n.洛桑市（瑞士一城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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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least 2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150 length 1 [leŋθ, leŋkθ] n.长度，长；时间的长短；（语）音长

151 less 1 [les] adv.较少地；较小地；更小地 adj.较少的；较小的 prep.减去 n.较少；较小 n.(Less)人名；(德、意、匈、芬)莱斯

152 lets 1 abbr.地方交易系统（LocalExchangeTradingSystem）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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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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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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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lot 1 n.份额；许多；命运；阄 adv.（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很，非常；（与动词连用）非常 pron.大量，许多 vt.分组，把…划
分（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157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58 mac 1 [mæk] abbr.测量与控制（MeasurementandControl）；机器辅助识别（MachineAidedCognition）；多路存取计算机（Multi-
AccessComputer）；多功能计算机（MultiactionComputer） n.(Mac)人名；(法、德、罗)马克；(英)马克

159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60 map 4 [mæp] vt.映射；计划；绘制地图；确定基因在染色体中的位置 n.地图；示意图；染色体图 vi.基因被安置 n.(Map)人名；
(法)马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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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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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meant 1 [ment] v.意味；打算（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表示…的意思

164 meter 1 [mi:tə] n.米；仪表；[计量]公尺；韵律 vt.用仪表测量 vi.用表计量 n.(Meter)人名；(英)米特；(塞)梅特

165 milky 2 ['milki] adj.乳白色的；牛奶的；乳状的；柔和的；混浊不清的 n.(Milky)人名；(巴基)米尔基

166 millions 2 ['mɪliənz] n. 数百万；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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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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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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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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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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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nearby 1 ['niə'bai] adj.附近的，邻近的 adv.在附近 prep.在…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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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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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non 1 [nɔn] adv.非，不 n.投反对票的人，反对票 n.(Non)人名；(柬)嫩；(俄)诺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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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objects 3 ['ɒbjekts] n. 目标；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

177 of 2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78 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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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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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or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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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or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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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our 5 ['auə, ɑ:] pron.我们的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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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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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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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parts 3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187 Paul 1 [pɔ:l] n.保罗（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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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permits 2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190 personal 2 ['pə:sənl] adj.个人的；身体的；亲自的 n.人事消息栏；人称代名词

191 picture 1 ['piktʃə] n.照片，图画；影片；景色；化身 vt.画；想像；描写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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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places 1 [pleɪsɪz] n. 地点，地方；位置；位数（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 v. 放置（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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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powerful 1 ['pauəful] adj.强大的；强有力的 adv.很；非常

196 pr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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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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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produces 1 英 [prə'djuːs] 美 [prə'duːs] v. 生产；引起；提出；制片；分娩 n. 产品；农产品

199 producing 1 [prə'djuːsɪŋ] n. 生产 动词p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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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projec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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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provide 1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203 public 1 ['pʌblik] adj.公众的；政府的；公用的；公立的 n.公众；社会；公共场所 n.(Public)人名；(英)帕布利克

204 putting 1 ['putiŋ] n.投掷；（高尔夫球）打球入洞 v.放置（put的ing形式）；轻击球；使球入洞的轻击（putt的ing形式）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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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reality 3 [ri'æləti, ri:-] n.现实；实际；真实

207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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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report 1 [ri'pɔ:t] n.报告；报道；成绩单 vt.报告；报导；使报到 vi.报告；报到；写报导 n.(Report)人名；(匈)雷波特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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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represent 1 [,repri'zent] vt.代表；表现；描绘；回忆；再赠送 vi.代表；提出异议

212 require 1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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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researchers 4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214 revaz 2 列瓦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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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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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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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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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Saturn 1 ['sætən] n.[天]土星；农业之神（罗马神话中的一个形象）

220 s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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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scale 1 [skeil] n.规模；比例；鳞；刻度；天平；数值范围 vi.衡量；攀登；剥落；生水垢 vt.测量；攀登；刮鳞；依比例决定 n.
(Scale)人名；(意)斯卡莱

222 Scales 2 [skeɪlz] n. 天平；秤；鳞屑 名词scal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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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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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se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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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seeking 2 [siː k] n. 寻找；探索；追求 adj.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

227 seemingly 1 ['si:miŋli] adv.看来似乎；表面上看来

228 set 4 [set] n.[数]集合；一套；布景；[机]装置 vt.树立；点燃；点缀； vi.(日,月)落沉；凝固；结果 adj.固定的；规定的；固执的
n.(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229 sets 1 n.[数]集合，设置（set的复数） v.放置（set单三形式）

230 show 1 [ʃəu] vt.显示；说明；演出；展出 vi.显示；说明；指示 n.显示；表演；炫耀 n.(Show)人名；(中)邵(普通话·威妥玛)；(英)
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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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size 1 [saiz] n.大小；尺寸 adj.一定尺寸的 vt.依大小排列 vi.可比拟

233 skilled 1 [skild] adj.熟练的；有技能的；需要技能的

234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235 software 4 ['sɔftwεə, 'sɔ:-] n.软件

236 sola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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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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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sounds 1 ['saʊndz] n. 声音，响声（名词sound的复数形式） v. 听起来；感觉起来；发出声音；发音（动词sound的第三人称单数
形式）

239 space 5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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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star 1 [stɑ:] n.星，恒星；明星；星形物 vt.用星号标于；由…主演，由…担任主角 vi.担任主角 adj.明星的，主角的；星形的 n.
(Star)人名；(瑞典)斯塔尔；(德)施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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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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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step 1 [step] n.步，脚步；步骤；步伐；梯级 vi.踏，踩；走 vt.走，迈步

245 storage 1 ['stɔridʒ] n.存储；仓库；贮藏所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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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support 1 [sə'pɔ:t] vt.支持，支撑，支援；扶持，帮助；赡养，供养 n.支持，维持；支援，供养；支持者，支撑物

248 Swiss 2 [swis] adj.瑞士的；瑞士人的；瑞士风格的 n.瑞士人；瑞士腔调

249 system 4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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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technology 1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252 TENS 1 十位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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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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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th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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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the 5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56 theater 1 ['θiətə, 'θi:ə-] n.电影院，戏院，剧场；戏剧；手术室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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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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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three 2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261 throug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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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tim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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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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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together 1 [tə'geðə] adv.一起；同时；相互；连续地；总共 adj.新潮的；情绪稳定的，做事有效率的

265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66 toward 1 [英 [tɔ:d, təʊrd, tə̍ wɔ:d] 美 [tɔrd, tord, təˈwɔrd]] prep.向；对于；为了；接近 adj.即将来到的，进行中的 n.(Toward)人名；
(英)特沃德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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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treating 1 [triː tɪŋ] n. 处理 动词treat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

269 universe 13 ['ju:nivə:s] n.宇宙；世界；领域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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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us 2 pron.我们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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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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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users 5 ['juːzəs] n.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

275 version 3 ['və:ʃən] n.版本；译文；倒转术

276 versions 1 ['vɜ ʃːəns] n. 版本 名词version的复数形式.

277 ve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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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virtual 6 adj.[计]虚拟的；实质上的，事实上的（但未在名义上或正式获承认）

279 virtually 1 ['və:tʃuəli] adv.事实上，几乎；实质上

280 vis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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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visiting 1 ['vizitiŋ] n.拜访，访问；参观 adj.参观的；游览的 v.参观（visit的现在分词）；拜访

282 visitors 1 ['vɪzɪtəz] n.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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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VR 5 abbr. 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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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87 wasting 1 ['weistiŋ] n.浪费 adj.浪费的；造成浪费的

288 wa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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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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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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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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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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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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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with 6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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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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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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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 worn 1 [wɔ:n] adj.疲倦的；用旧的 v.穿；磨损（wear的过去分词）；佩戴 n.(Worn)人名；(柬)翁；(英、葡)沃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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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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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Yves 1 ['ɪvz] n. 依福斯(法律的守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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