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1-21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at Is Space Junk and How
Dangerous Is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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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ce 24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3 of 2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debris 19 ['deibri:] n.碎片，残骸 n.(Debris)人名；(法)德布里

5 to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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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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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i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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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is 10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9 o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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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satellite 9 ['sætəlait] n.卫星；人造卫星；随从；卫星国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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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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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for 7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4 junk 7 [dʒʌŋk] n.垃圾，废物；舢板 n.(Junk)人名；(德、捷)容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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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pieces 6 n.匹头，毛束；件片块个工件零件

17 abo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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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gency 5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19 sai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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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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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kilometers 4 n. 千米，公里（kilometer复数形式）

22 mo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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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test 4 [test] n.试验；检验 vt.试验；测试 vi.试验；测试 n.(Test)人名；(英)特斯特

24 th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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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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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wh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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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wi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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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with 4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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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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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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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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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uropean 3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34 from 3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35 if 3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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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larg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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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Lewis 3 ['lju:is] n.路易斯（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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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missile 3 ['misail, -səl] n.导弹；投射物 adj.导弹的；可投掷的；用以发射导弹的

40 o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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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orbiting 3 ['ɔː bɪtɪŋ] n. 轨道运行；旋转运动；转圈 动词orbit的现在分词.

42 orbit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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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reuters 3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44 Russia 3 ['rʌʃə] n.俄罗斯

45 safety 3 ['seifti] n.安全；保险；安全设备；保险装置；安打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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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university 3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48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49 w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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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years 3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51 abo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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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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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become 2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55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56 costs 2 ['kɒsts] n. 费用；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

57 created 2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58 cre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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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damage 2 n.损害；损毁；赔偿金 vi.损害；损毁 vt.损害，毁坏

60 destroyed 2 [dis'trɔid] adj.被毁，毁坏；遭破坏的 v.破坏（destroy的过去分词）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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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fforts 2 ['efəts] 努力

63 experts 2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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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66 humans 2 ['hjuːmənz] n.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

67 hundreds 2 ['hʌndrədz] n. 数百；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

68 likely 2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69 longer 2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70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71 mission 2 ['miʃən] n.使命，任务；代表团；布道 vt.派遣；向……传教

72 no 2 [nəu] adv.不 adj.没有；不是 n.不；否决票 abbr.数字（number）；元素锘（nobelium）的符号 n.(No)人名；(柬)诺；(越)努

73 officials 2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74 orb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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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potential 2 [pəu'tenʃəl] n.潜能；可能性；[电]电势 adj.潜在的；可能的；势的

76 professor 2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77 remove 2 [ri'mu:v] vt.移动，迁移；开除；调动 vi.移动，迁移；搬家 n.移动；距离；搬家

78 southampton 2 [sau'θæmptən; -'hæmp-; -'æmp-] n.南安普敦（英国港市）

79 station 2 n.车站；驻地；地位；身份 vt.配置；安置；驻扎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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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the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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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type 2 [taip] n.类型，品种；模范；样式 vt.打字；测定（血等）类型 vi.打字 n.(Type)人名；(英)泰普

83 u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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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wa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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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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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aboard 1 [ə'bɔ:d] adv.在飞机上；[船]在船上；在火车上 prep.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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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89 additional 1 [ə'diʃənəl] adj.附加的，额外的

90 aerospace 1 ['εərəuspeis] n.航空宇宙；[航]航空航天空间

91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92 anti 1 ['ænti, -tai] adj.反对的 n.反对者，反对论者 n.(Anti)人名；(意)安蒂；(阿拉伯)安提

93 anything 1 ['eniθiŋ] pron.任何事

94 areas 1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95 astronautics 1 [,æstrə'nɔ:tiks] n.航天学；宇宙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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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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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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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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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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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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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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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bi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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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Britain 1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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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b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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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call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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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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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capacity 1 [kə'pæsəti] n.能力；容量；资格，地位；生产力

111 capsules 1 ['kæpsju lː] n. 胶囊；太空舱；荚膜；概要 v. 概括；装入胶囊 adj. 精简的；微型的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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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case 1 [keis] n.情况；实例；箱 vt.包围；把…装于容器中 n.(Case)人名；(英)凯斯；(西)卡塞；(法)卡斯

114 Caty 1 卡蒂

115 cause 1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116 centimeter 1 ['senti,mi:tə] n.[计量]厘米；[计量]公分

117 century 1 ['sentʃuri] n.世纪，百年；（板球）一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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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circling 1 n.环骑 vt.盘旋，绕轨道运行（circle现在分词形式）

120 co 1 abbr.一氧化碳（carbonmonoxide）；哥伦比亚（Colombia）；现付票（CashOrder）；货源证书（CertificateofOrigin） n.(Co)
人名；(中)措(藏语·汉语拼音)

121 come 1 [kʌm] vi.来；开始；出现；发生；变成；到达 vt.做；假装；将满（…岁） int.嗨！ n.(Come)人名；(英)科姆；(阿尔巴)乔
梅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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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command 1 [kə'mɑ:nd] vi.命令，指挥；控制 vt.命令，指挥；控制；远望 n.指挥，控制；命令；司令部 n.(Command)人名；(法)
科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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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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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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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continues 1 [kən'tɪnju ]ː v. 继续；连续；维持；持续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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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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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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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criticized 1 ['krɪtɪsaɪz] v. 批评；挑剔；评论；非难；吹毛求疵

132 dangerous 1 ['deindʒərəs] adj.危险的 危险地

133 dealing 1 ['di:liŋ] n.交易；行为

134 deployments 1 n.部署，调度( deployment的名词复数 )

135 develop 1 [di'veləp] vt.开发；进步；使成长；使显影 vi.发育；生长；进化；显露

136 directed 1 [di'rektid, dai-] adj.定向的；经指导的；被控制的 v.指导；管理（dir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7 economic 1 [,i:kə'nɔmik] adj.经济的，经济上的；经济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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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ffect 1 [i'fekt] n.影响；效果；作用 vt.产生；达到目的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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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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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SA 1 abbr. 欧洲航天局(=European Space Agency) abbr. 美国生态学学会(=Ecological Society America) abbr. 经济稳定法案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ct) abbr. 就业标准署(=Employment Standards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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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stimated 1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145 even 1 ['i:vən] adj.[数]偶数的；平坦的；相等的 adv.甚至；即使；还；实际上 vt.使平坦；使相等 vi.变平；变得可比较；成为相
等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146 every 1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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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exploded 1 [ik'spləudid] adj.爆炸了的；分解的；被破除的 v.爆炸（explode的过去分词）

149 exploration 1 [,eksplɔ:'reiʃən] n.探测；探究；踏勘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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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fall 1 [fɔ:l] vi.落下；变成；来临；减弱 n.下降；秋天；瀑布 vt.砍倒；击倒 adj.秋天的 n.(Fall)人名；(法、芬、瑞典)法尔；(英、
匈)福尔；(阿拉伯)法勒

152 fast 1 [fɑ:st, fæst] adj.快速的，迅速的；紧的，稳固的 adv.迅速地；紧紧地；彻底地 vi.禁食，斋戒 n.斋戒；绝食 n.(Fast)人名；
(德、英、俄、芬、捷、瑞典)法斯特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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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floats 1 英 [fləʊts] 美 [floʊts] n. 漂浮物；花车 名词float的复数形式.

155 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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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goes 1 [gəuz] vi.前进；行走（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Goes)人名；(瑞典)约斯；(法、德)格斯；(荷)胡斯

158 government 1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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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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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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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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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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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heads 1 [hedz] adj.正面朝上的 n.(Heads)人名；(英)黑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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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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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hit 1 [hit] vt.打击；袭击；碰撞；偶然发现；伤…的感情 vi.打；打击；碰撞；偶然碰上 n.打；打击；（演出等）成功；讽刺

168 hits 1 [hɪts] n. [计]采样数 名词hit的复数形式.

169 holger 1 n. 霍尔格

170 hour 1 ['auə] n.小时；钟头；课时；…点钟 n.(Hour)人名；(法)乌尔；(柬)胡

171 hours 1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172 Hugh 1 [hju:] n.休（男子名）

173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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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increase 1 [in'kri:s, 'inkri:s] n.增加，增长；提高 vi.增加，增大；繁殖 vt.增加，加大 n.(Increase)人名；(英)英克里斯

175 increases 1 [ɪn'kriː s] v. 增加；提高 n. 增加；增强；提高

176 India 1 ['indiə] n.印度（南亚国家）

177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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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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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ISS 1 n. 工业标准规格

181 japan 1 [dʒə'pæn] n.漆器；日本亮漆 vt.在…上涂漆

182 jaxa 1 雅克萨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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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kilograms 1 ['kɪləgræm] 千克； 公斤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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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krag 1 克拉格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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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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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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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leave 1 [li:v] vt.离开；留下；遗忘；委托 vi.离开，出发；留下 n.许可，同意；休假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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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low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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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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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厄

194 mai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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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maj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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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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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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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materi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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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measure 1 ['meʒə] n.测量；措施；程度；尺寸 vt.测量；估量；权衡 vi.测量；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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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migh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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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millimeter 1 ['mili,mi:tə] n.[计量]毫米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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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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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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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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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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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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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OECD 1 英 [ˌəʊiː siː 'diː ] 美 [ˌoʊ] abbr.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11 office 1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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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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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operators 1 ['ɒpəreɪtəz] n. 操作员；管理者；运算符 名称operator的复数形式.

215 orbital 1 ['ɔ:bitəl] adj.轨道的；眼窝的

216 organization 1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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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18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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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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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partner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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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 1 [强pə:, 弱pə] prep.每；经；按照；每一 n.(Per)人名；(德、挪、丹、瑞典)佩尔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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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placed 1 [pleɪst] adj. 名列前茅的（多指赛马）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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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possible 1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227 presents 1 [p'rɪzents] n. 礼物 名词present的复数形式.

228 priva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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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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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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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progr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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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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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property 1 ['prɔpəti] n.性质，性能；财产；所有权

234 protection 1 [prəu'tekʃən] n.保护；防卫；护照

235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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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reduction 1 n.减少；下降；缩小；还原反应

238 removed 1 [ri'mu:vd] adj.远离的；隔了...代的 v.remove的变形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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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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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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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rising 1 ['raiziŋ] n.上升；起床；造反 adj.上升的；上涨的；新兴的 adv.接近 v.上升（rise的ing形式） n.(Rising)人名；(瑞典)里
辛；(英)赖辛

243 risks 1 [rɪsk] n. 危险；风险；投资报酬的风险 vt. 冒 ... 的危险；承受...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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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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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47 scientists 1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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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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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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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sharply 1 ['ʃa:pli] adv.急剧地；锐利地

252 shelter 1 ['ʃeltə] n.庇护；避难所；遮盖物 vt.保护；使掩蔽 vi.躲避，避难 n.(Shelter)人名；(英)谢尔特

253 showing 1 ['ʃəuiŋ] n.放映；表演；陈列 v.展示（show的ing形式）

254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255 softball 1 ['sɔftbɔ:l, 'sɔ:-] n.垒球；垒球运动

256 solve 1 [sɔlv, sɔ:lv] vt.解决；解答；溶解 vi.作解答

257 s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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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spacecraft 1 ['speiskrɑ:ft, -kræft] n.[航]宇宙飞船，航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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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spaceship 1 ['speisʃip] n.[航]宇宙飞船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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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start 1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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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strike 1 [straik] vi.打，打击；罢工；敲，敲击；抓；打动；穿透 vt.打，击；罢工；撞击，冲击；侵袭；打动；到达 n.罢工；打
击；殴打 n.(Strike)人名；(英)斯特赖克

264 study 1 ['stʌdi] n.学习，研究；课题；书房；学问 vt.学习；考虑；攻读；细察 vi.研究；用功 n.(Study)人名；(英)斯塔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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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take 1 vt.拿，取；采取；接受（礼物等）；买，花费；耗费（时间等） vi.拿；获得 n.捕获量；看法；利益，盈益；（入场券
的）售得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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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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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270 threat 1 [θret] n.威胁，恐吓；凶兆

271 threats 1 [θret] n. 威胁；恐吓；凶兆

272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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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trackable 1 ['trækəbl] adj. 可以被跟踪的

275 tracks 1 [t'ræks] n. 轨道；跑道；踪迹；小路；乐曲（名词track的复数） v. 追踪；跟踪（动词track的第三人称单数）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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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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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try 1 [trai] vt.试图，努力；试验；审判；考验 vi.尝试；努力；试验 n.尝试；努力；试验 n.(Try)人名；(英、印尼)特里；(柬)德里

279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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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unusable 1 [ˌʌn'juːzəbl] adj. 无法使用的

282 us 1 pron.我们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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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useful 1 ['ju:sful] adj.有用的，有益的；有帮助的

285 ve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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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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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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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ways 1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289 weaver 1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290 weighed 1 [weɪ] v. 衡量；称(重量)；重达 ...

291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92 within 1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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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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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worry 1 ['wʌri, 'wə:ri] n.担心；烦恼；撕咬 vt.担心；发愁；折磨 vi.担心；烦恼；撕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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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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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A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