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0-28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S Companies Seek to Develop
Private Space Stations 词汇表词汇表

1 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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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board 1 [ə'bɔ:d] adv.在飞机上；[船]在船上；在火车上 prep.在…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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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ccess 3 ['ækses, 'æksəs, æk'ses] vt.使用；存取；接近 n.进入；使用权；通路

5 activities 1 英 [æk'tɪvɪtɪ] 美 [æk'tɪvəti] n. 活动；活跃 vt. 表演 adj.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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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ddress 2 vt.演说；从事；忙于；写姓名地址；向…致辞；与…说话；提出；处理 n.地址；演讲；致辞；说话的技巧；称呼

8 advanced 1 [əd'vɑ:nst, -'vænst] adj.先进的；高级的；晚期的；年老的 v.前进；增加；上涨（adva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9 afar 1 [ə'fɑ:] adv.遥远地；在远处

10 agencies 2 ['eɪdʒənsi] n. 代理；代理处；政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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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ging 1 ['eidʒiŋ] n.老化；陈化，熟化

13 aims 2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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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lready 2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6 also 4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7 amenities 1 英 [ə'miː nəti] 美 [ə'menəti] n. 适意；舒适；便利设施 （复）amenities：礼仪；礼节.

18 amenity 1 [ə'mi:nəti, ə'men-] n.舒适；礼仪；愉快；便利设施

19 American 2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20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1 and 23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22 announce 1 [ə'nauns] vt.宣布；述说；预示；播报 vi.宣布参加竞选；当播音员

23 announced 3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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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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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pprove 1 [ə'pru:v] vt.批准；赞成；为…提供证据 vi.批准；赞成；满意

27 April 1 ['eiprəl] n.四月

28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29 Arizona 2 [,æri'zəunə] n.美国亚利桑那州

30 a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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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tronauts 1 ['æstrənɔː ts] n. 宇航员 名词astronaut的复数.

32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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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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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award 1 [ə'wɔ:d] vt.授予；判定 n.奖品；判决

35 awarded 1 英 [ə'wɔː d] 美 [ə'wɔː rd] n. 奖品；奖 v. 授予；给予；判给

36 axiom 1 ['æksiəm] n.[数]公理；格言；自明之理

37 backed 1 [bækt] adj.有背的；有财力支持的 v.支持；使后退（back的过去分词）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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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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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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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becoming 1 [bi'kʌmiŋ] adj.合适的，适当的 n.（变化过程的）形成，发生

42 been 4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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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44 begin 1 [bɪ̍ 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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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47 beyond 1 [bi'jɔnd] prep.超过；越过；那一边；在...较远的一边 adv.在远处；在更远处 n.远处

48 blu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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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boeing 1 ['bəuiŋ] n.波音（客机）

50 Brent 1 [brent] n.布伦特（男子名）

51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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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building 2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54 business 2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55 b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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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buys 1 [baɪ] vt. 购买；买；获得；收买；<俚>相信 vi. 买 n. 购买；便宜货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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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calle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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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capsu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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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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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chaser 1 ['tʃeisə] n.驱逐舰；猎人；饮烈酒后喝的饮料；[机]螺纹梳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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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clear 1 [kliə] adj.清楚的；清澈的；晴朗的；无罪的 vt.通过；清除；使干净；跳过 vi.放晴；变清澈 adv.清晰地；完全地 n.清除；
空隙 n.(Clear)人名；(英)克利尔

64 comfort 1 ['kʌmfət] n.安慰；舒适；安慰者 vt.安慰；使（痛苦等）缓和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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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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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commercial 1 [kə'mə:ʃəl] adj.商业的；营利的；靠广告收入的 n.商业广告

68 companies 7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69 compan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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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considering 1 [kən'sidəriŋ] prep.考虑到；就...而论 conj.考虑到 v.考虑到（consider的ing形式）

71 continuation 1 [kən,tinju'eiʃən] n.继续；续集；延长；附加部分；扩建物

72 contract 2 ['kɔntrækt, kən'trækt] vi.收缩；感染；订约 vt.感染；订约；使缩短 n.合同；婚约

73 contractor 1 ['kɔntræktə] n.承包人；立契约者

74 contracts 1 英 ['kɒntrækt] 美 ['kɑːntrækt] n. 合同；婚约；合约；契约 v. 缩小；订合同；缩短；感染（疾病）；招致

75 cooperating 1 英 [kəʊ'ɒpəreɪtɪŋ] 美 [koʊ'ɒpəreɪtɪŋ] adj. 共同运转的 动词cooperate的现在分词形式.

76 corporation 1 n.公司；法人（团体）；社团；市政当局

77 cost 1 vt.花费；使付出；使花许多钱；估价，估算成本 vi.花费 n.费用，代价，成本；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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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cubic 1 ['kju:bik] adj.立方体的，立方的 n.(Cubic)人名；(罗)库比克

80 customer 1 ['kʌstəmə] n.顾客；家伙

81 customers 1 ['kʌstəməz] n. 顾客；<口>家伙 名词customer的复数形式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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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defense 1 [di'fens] n.防卫，防护；防御措施；防守 vt.谋划抵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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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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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details 1 n.细节（detail的复数）；详细资料 v.详细说明（detail的三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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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develop 4 [di'veləp] vt.开发；进步；使成长；使显影 vi.发育；生长；进化；显露

88 developers 2 [dɪ'veləpəz] 开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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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developm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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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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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document 1 n.文件，公文；[计]文档；证件 vt.记录，记载

94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95 dream 1 [dri:m] vi.梦想；做梦，梦见；想到 n.梦想，愿望；梦 vt.梦想；做梦；想到 adj.梦的；理想的；不切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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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arlier 1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98 early 1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99 eart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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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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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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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lkins 2 n. 埃尔金斯

103 end 1 [end] n.结束；目标；尽头；末端；死亡 vi.结束，终止；终结 vt.结束，终止；终结 n.(End)人名；(英、德)恩德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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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njoy 1 [in'dʒɔi] vt.欣赏，享受；喜爱；使过得快活

106 enjoyment 1 [in'dʒɔimənt] n.享受；乐趣；享有

107 entities 1 ['entəti] n. 实体；存在；本质

108 entity 1 ['entəti] n.实体；存在；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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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stablish 1 [i'stæbliʃ] vt.建立；创办；安置 vi.植物定植

111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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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ists 1 [ɪɡ'zɪst] v. 存在；生存；活着

114 expand 1 [ik'spænd] vt.扩张；使膨胀；详述 vi.发展；张开，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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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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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fact 1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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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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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financing 1 [fi'nænsiŋ] n.融资；财务；筹措资金 v.筹措资金；财政管理；从事金融活动（finance的ing形式）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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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fligh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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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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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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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footprint 1 ['futprint] n.足迹；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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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128 fre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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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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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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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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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going 1 ['gəuiŋ] n.行为；离去；工作情况；地面状况 adj.流行的；进行中的；现存的 v.前进；出发；运转（go的ing形式） n.
(Going)人名；(英)戈因

133 goods 1 [gudz] n.商品；动产；合意的人；真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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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h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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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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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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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h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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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ha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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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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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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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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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holds 1 英 [həʊldz] 美 [hoʊldz] n. 货舱；船舱 名词hold的复数形式.

144 humanity 1 [hju:'mænəti] n.人类；人道；仁慈；人文学科

145 in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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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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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individuals 1 [ɪndɪ'vɪdʒuəlz] 个人

149 initiative 1 n.主动权；首创精神；新方案；倡议 adj.主动的；自发的；起始的

150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151 internation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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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interplanetary 1 [,intə'plænitəri] adj.太阳系内的；行星间的

153 involved 1 [in'vɔlvd] adj.有关的；卷入的；复杂的 v.涉及；使参与；包含（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4 is 1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55 ISS 8 n. 工业标准规格

156 i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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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its 4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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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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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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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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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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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late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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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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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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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least 1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167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168 Lindy 1 ['lindi] vi.跳林迪舞 n.林迪舞（一种黑人舞蹈） n.(Lindy)人名；(英、芬)林迪

169 live 1 [lɪv,lʌɪv] adj.活的；生动的；实况转播的；精力充沛的 vt.经历；度过 vi.活；居住；生存 n.(Live)人名；(法)利夫

170 lockheed 1 n.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世界军用飞机市场的领军企业）；洛克希勒（人名）

171 low 2 [ləu] adj.低的，浅的；卑贱的；粗俗的；消沉的 adv.低声地；谦卑地，低下地 n.低；低价；低点；牛叫声 vi.牛叫 n.(Low)
人名；(英、德)洛

172 lower 1 ['ləuə] vt.减弱，减少；放下，降下；贬低 vi.降低；减弱；跌落 adj.下游的；下级的；下等的 n.(Lower)人名；(英、意)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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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

173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74 mai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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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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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manufacturing 1 [,mænju'fæktʃəriŋ] adj.制造的；制造业的 n.制造业；工业 v.制造；生产（manufactur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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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markets 1 英 ['mɑːkɪt] 美 ['mɑ rːkɪt] n. 市场；集市 v. 销售；推销；买卖

179 martin 1 ['mɑ:tin] n.紫崖燕

180 means 1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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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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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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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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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mixed 1 [mikst] adj.混合的；形形色色的；弄糊涂的 v.混合；弄混（mix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6 name 1 n.名称，名字；姓名；名誉 vt.命名，任命；指定；称呼；提名；叫出 adj.姓名的；据以取名的 n.(Name)人名；(日)滑
(姓)；(英)内姆

187 nasa 6 ['næsə; 'nei-] abbr.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 n.(Nasa)人名；(塞)纳莎

188 nations 2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189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190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191 needed 1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92 Nevada 1 [ni'vædə; -'vɑ:-] n.内华达（美国州名）

193 new 4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94 next 1 [nekst] adv.然后；下次；其次 adj.下一个的；其次的；贴近的 n.下一个 prep.靠近；居于…之后

195 normalize 1 ['nɔ:məlaiz] vt.使正常化；使规格化，使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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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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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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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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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of 2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01 officials 1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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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o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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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205 open 1 ['əupən] adj.公开的；敞开的；空旷的；坦率的；营业着的 vi.开始；展现 vt.公开；打开 n.公开；空旷；户外

206 operated 1 ['ɒpəreɪtɪd] v. 操作；运动；运算；作战；见效；完成；开刀 动词ope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7 operating 1 ['ɔpəreitiŋ] adj.操作的；[外科]外科手术的 v.操作（operate的ing形式）；动手术

208 operational 1 [,ɔpə'reiʃənəl] adj.操作的；运作的

209 o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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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orb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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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orbital 10 ['ɔ:bitəl] adj.轨道的；眼窝的

212 organizations 1 [ˌɔː ɡənaɪ'zeɪʃnz] n. 组织机构（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

213 origin 7 ['ɔridʒin, 'ɔ:-] n.起源；原点；出身；开端

214 other 4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15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16 ow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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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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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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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park 1 [pɑ:k] n.公园；[交]停车场 vt.停放；放置；寄存 vi.停放车辆 n.(Park)人名；(英、芬、瑞典)帕克

219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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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partner 1 ['pɑ:tnə] n.伙伴；合伙人；配偶 vi.合伙；合股；成为搭档 vt.使合作；与…合伙 n.(Partner)人名；(英、德)帕特纳

221 partners 2 英 ['pɑ tːnə(r)] 美 ['pɑ rːtnər] n. 伙伴；搭档；伴侣；合伙人 v. 同 ... 合作；做 ... 的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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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passengers 1 旅客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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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people 4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26 peoples 1 ['piː plz] n. 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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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permit 1 [pə'mit] vi.许可；允许 vt.许可；允许 n.许可证，执照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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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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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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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plane 1 [plein] n.飞机；平面；程度，水平 vi.刨；乘飞机旅行；翱翔 vt.刨平；用刨子刨；掠过水面 adj.平的；平面的 n.(Plane)人
名；(塞、瑞典、法)普拉内

233 planned 1 [plænd] adj.有计划的；根据计划的 v.打算（plan的过去分词）；设计

234 planning 1 ['plæniŋ] n.规划；计划编制 v.计划；设计；预期（plan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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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pleasure 1 ['pleʒə, 'plei-] n.快乐；希望；娱乐；令人高兴的事 vt.使高兴；使满意 vi.高兴；寻欢作乐

237 prepared 1 adj.准备好的 v.准备（prepare的过去分词）

238 president 2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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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privat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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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programs 2 [p'rəʊɡræmz] n. 程序；节目；课程（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

242 projec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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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projects 1 [p'rədʒekts] [ projected ]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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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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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provides 1 [prə'vaɪd] v. 供给；提供；准备；规定；抚养

247 quitting 1 [kwɪtɪŋ] n. 放弃；退出 动词quit的现在分词形式.

248 range 1 n.范围；幅度；排；山脉 vi.（在...内）变动；平行，列为一行；延伸；漫游；射程达到 vt.漫游；放牧；使并列；归类
于；来回走动

249 reality 1 [ri'æləti, ri:-] n.现实；实际；真实

250 reef 10 [ri:f] n.暗礁；[地质]矿脉；收帆 vt.收帆；缩帆 vi.缩帆；收帆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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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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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researchers 1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254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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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road 1 [rəud] n.公路，马路；道路；手段 vt.（狗）沿臭迹追逐（猎物） adj.（美）巡回的 n.(Road)人名；(英)罗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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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Russia 1 ['rʌʃə] n.俄罗斯

259 said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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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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s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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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science 1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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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seek 2 [si:k] vt.寻求；寻找；探索；搜索 vi.寻找；探索；搜索

264 sees 1 abbr.扩展企业应用套件（SageExtendedEnterpriseSuite）

265 senior 1 ['si:njə] adj.高级的；年长的；地位较高的；年资较深的，资格较老的 n.上司；较年长者；毕业班学生 n.(Senior)人名；
(英)西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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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serve 1 [sə:v] vt.招待，供应；为…服务；对…有用；可作…用 vi.服役，服务；适合，足够；发球；招待，侍候 n.发球，轮到发
球 n.(Serve)人名；(法)塞尔夫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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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services 3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270 se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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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seven 1 ['sevən] num.七个，七 n.七个，七 adj.七的；七个的 n.(Seven)人名；(土库、阿塞)谢文；(土)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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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s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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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Sherwood 3 ['ʃə:wud] n.舍伍德（姓氏，男子名）

275 should 1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276 sierra 5 [si'εərə] n.[地理]锯齿山脊；呈齿状起伏的山脉 n.(Sierra)人名；(意、西)谢拉；(英)西拉

277 signaled 1 ['sɪɡnəl] n. 信号；标志 v. (发信号)通知、表示 adj. 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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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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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someone 2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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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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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spacecraft 2 ['speiskrɑ:ft, -kræft] n.[航]宇宙飞船，航天器

285 starlab 1 星球实验室,美国军事试验卫星

286 state 2 [steit] n.国家；州；情形 vt.规定；声明；陈述 adj.国家的；州的；正式的 n.(State)人名；(罗、瑞典)斯塔特；(英)斯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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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station 11 n.车站；驻地；地位；身份 vt.配置；安置；驻扎

289 stations 5 ['steɪʃn] n. 站；火车站；电视台；社会地位；牧羊场；驻地；岗位 v. 驻扎；安置

290 stay 1 [stei] vi.停留；坚持；暂住；停下 vt.坚持；暂住；抑制 n.逗留；停止；支柱

291 sto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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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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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sunrises 1 n.日出（时分），黎明( sunrise的名词复数 )

294 sunsets 1 n.日落（时），薄暮( sunset的名词复数 ); 晚霞

295 supply 1 [sə'plai] n.供给，补给；供应品 vt.供给，提供；补充 vi.供给；替代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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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supporter 1 [sə'pɔ:tə] n.支持者；拥护者

298 sure 1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299 tanton 2 n. 坦顿

300 teaming 1 ['tiː mɪŋ] 兽力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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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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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tha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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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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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the 4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05 thei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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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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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think 1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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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to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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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tourism 1 ['tuərizəm] n.旅游业；游览

311 tourist 1 ['tuərist] n.旅行者，观光客 adj.旅游的 vt.在旅行参观 vi.旅游；观光 adv.坐旅游车厢；坐经济舱

312 tourists 1 ['tuərɪsts] n. 旅游者，旅行者，观光客（名词tourist的复数形式）

313 town 1 [taun] n.城镇，市镇；市内商业区 n.(Town)人名；(英)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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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unclear 1 英 [ˌʌn'klɪə(r)] 美 [ˌʌn'klɪr] adj. 不清楚的；含混的

316 university 2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317 unless 1 [ən'les] conj.除非，如果不 prep.除…之外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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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us 2 pron.我们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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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vehicles 1 ['viː ɪklz] n. 交通工具；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

322 vice 2 [vais] n.恶习；缺点；[机]老虎钳；卖淫 prep.代替 vt.钳住 adj.副的；代替的 n.(Vice)人名；(塞)维采

323 video 1 ['vidiəu] n.[电子]视频；录像，录像机；电视 adj.视频的；录像的；电视的 v.录制

324 views 1 [v'juːz] n. 见解 名词view的复数形式.

325 village 1 ['vilidʒ] n.村庄；村民；（动物的）群落

326 vis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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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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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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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voyager 1 ['vɔiidʒə] n.航海者，航行者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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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32 w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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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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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week 2 [wi:k] n.周，星期

335 weightlessness 1 ['weitlisnis] n.失重；无重状态

336 welcomed 1 ['welkəm] vt. 欢迎 adj. 受欢迎的 n. 欢迎 int. 欢迎(客人来访或新成员的加入)

337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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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who 2 pron.谁；什么人

340 wil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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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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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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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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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work 1 n.工作；[物]功；产品；操作；职业；行为；事业；工厂；著作；文学、音乐或艺术作品 vt.使工作；操作；经营；使缓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345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46 would 3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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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49 year 3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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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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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