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1-22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SA Prepares to Launch
Asteroid Defense Test Mission 词频表
the 3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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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通话·威妥玛)

is 1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4 i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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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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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teroid 13 ['æstərɔid] n.[天]小行星；[无脊椎]海盘车；小游星 adj.星状的
6 nasa 11 ['næsə; 'nei-] abbr.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 n.(Nasa)人名；(塞)纳莎
7 th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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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dart 10 [英 [dɑ:t] 美 [dɑrt]] vt.投掷，投射；使迅速突然移动 vi.向前冲，飞奔 n.飞镖，标枪；急驰，飞奔；（虫的）螯；飞快的移
5

动 n.(Dart)人名；(英、芬)达特；(法)达尔

earth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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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n 9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1 mission 9 ['miʃən] n.使命，任务；代表团；布道 vt.派遣；向……传教
12 of 9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3 and 8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4 space 7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15 objec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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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spacecraft 6 ['speiskrɑ:ft, -kræft] n.[航]宇宙飞船，航天器
17 wil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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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dimorph 5 ['daimɔ:f] n.（同质）二形之一
19 method 5 ['meθəd] n.方法；条理；类函数 adj.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
20 o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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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bo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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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人 n.(About)人名；(法)阿布

defense 4 [di'fens] n.防卫，防护；防御措施；防守 vt.谋划抵御
23 for 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24 objects 4 ['ɒbjekts] n. 目标；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
25 system 4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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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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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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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asteroid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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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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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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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demonstrate 3 ['demənstreit] vt.证明；展示；论证 vi.示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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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how 3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35 launch 3 [lɔ:ntʃ, lɑ:ntʃ] vt.发射（导弹、火箭等）；发起，发动；使…下水 vi.开始；下水；起飞 n.发射；发行，投放市场；下水；
22

汽艇

new 3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37 planetary 3 ['plænitəri] adj.行星的
38 scientists 3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39 strikes 3 [straɪk] n. 罢工；打击；殴打 v. 打；撞；罢工；划燃
40 such 3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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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 3 ['trævəl] vi.旅行；行进；步行；交往 vt.经过；在…旅行 n.旅行；游历；漫游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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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around 2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44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45 comets 2 科梅
46 considered 2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47 could 2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48 create 2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49 currently 2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50 defensive 2 [di'fensiv] adj.自卫的；防御用的 n.防御；守势
51 designed 2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52 didym 2 ['daɪdɪm] n. 钕镨；镨钕；稀土金属混合物
53 direction 2 [di'rekʃən, dai-] n.方向；指导；趋势；用法说明
54 does 2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55 every 2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56 expected 2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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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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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int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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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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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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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62 itself 2 [it'self] pron.它自己；它本身
63 laboratory 2 [lə'bɔrətəri] n.实验室，研究室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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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66 mature 2 [mə'tjuə] adj.成熟的；充分考虑的；到期的；成年人的 vi.成熟；到期 vt.使…成熟；使…长成；慎重作出
67 meters 2 英 ['miːtə(r)] 美 ['miːtər] n. 公尺；米 n. 计量器；计时器 vt. (用仪表)测量
68 mill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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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mu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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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navigation 2 [,nævi'geiʃən] n.航行；航海
71 near 2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72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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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once 2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75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76 project 2 [英 [prəˈdʒe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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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sai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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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伯)赛义德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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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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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sun 2 [sʌn] n.太阳 vt.使晒 vi.晒太阳 n.(Sun)人名；(中)孙(普通话·威妥玛)；(柬)孙；(缅)素；(土)松
81 target 2 n.目标，指标；（攻击的）对象；靶子 v.把...作为目标；面向，对准（某群体） n.（Target）美国塔吉特公司
82 team 2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83 threat 2 [θret] n.威胁，恐吓；凶兆
84 threats 2 [θret] n. 威胁；恐吓；凶兆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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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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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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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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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90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91 years 2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92 aboard 1 [ə'bɔ:d] adv.在飞机上；[船]在船上；在火车上 prep.在…上
93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94 act 1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85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actual 1 ['æktʃuəl] adj.真实的，实际的；现行的，目前的
96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97 affect 1 [ə'fekt, 'æfekt] vt.影响；感染；感动；假装 vi.倾向；喜欢 n.情感；引起感情的因素
98 affects 1 [ə'fekt] vt. 影响；感动；作用
99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100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101 air 1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102 along 1 [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103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04 American 1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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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applied 1 [ə'plaid] adj.应用的；实用的 v.应用；实施（apply的过去分词）；敷上
107 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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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109 assistance 1 [ə'sistəns] n.援助，帮助；辅助设备
110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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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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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mosphere 1 n.气氛；大气；空气
112 attempt 1 [ə'tempt] n.企图，试图；攻击 vt.企图，试图；尝试
113 automobile 1 n.汽车 vt.驾驶汽车 [过去式automobiled过去分词automobiled现在分词automobiling]
114 base 1 [beis] n.基础；底部；垒 adj.卑鄙的；低劣的 vt.以…作基础 n.(Base)人名；(日)马濑(姓)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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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117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118 behind 1 [bi'haind] prep.落后于；支持；晚于 adv.在后地；在原处 n.屁股
119 billions 1 ['bɪljənz] n.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
120 body 1 ['bɔdi] n.身体；主体；大量；团体；主要部分 vt.赋以形体 n.(Body)人名；(英、法、罗)博迪
121 bright 1 [brait] adj.明亮的，鲜明的；聪明的；愉快的 adv.明亮地；光明地；欢快地 n.车头灯光 n.(Bright)人名；(英)布赖特
122 build 1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123 built 1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124 burn 1 [bə:n] vt.燃烧；烧毁，灼伤；激起…的愤怒 vi.燃烧；烧毁；发热 n.灼伤，烧伤；烙印 n.(Burn)人名；(英)伯恩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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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California 1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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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called 1 [kɔː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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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calling 1 ['kɔ:liŋ] n.职业；欲望；点名；召集；邀请 v.召；呼唤（call的现在分词）；称之为
130 calls 1 ['kɔːlz] n. 呼唤；命令；电话；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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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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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efully 1 ['kɛəfəli] adv.小心地
133 causes 1 [kɔːzɪz] n. 原因，理由；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
134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135 changing 1 ['tʃeɪndʒɪŋ] vbl. 变更；换车；兑换
136 civilization 1 [,sivilai'zeiʃən, -li'z-] n.文明；文化
137 clayton 1 ['kleitn] n.克莱顿（姓氏，男子名）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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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梅

comes 1 ['kɔmis] v.来自；从…来（come的三单形式） n.伴引血管；伴星 n.(Comes)人名；(法)科姆；(德、西、意)科梅斯
140 comet 1 ['kɔmit] n.[天]彗星 n.(Comet)人名；(法)科梅
141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142 computer 1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143 continuously 1 [kən'tɪnjuəsli] adv. 不断地；连续地
144 coordination 1 [kəu,ɔ:di'neiʃən] n.协调，调和；对等，同等
145 crash 1 [kræʃ] n.撞碎；坠毁；破产；轰隆声；睡觉 vi.摔碎；坠落；发出隆隆声；(金融企业等)破产 vt.打碎；使坠毁、撞坏；擅
139

自闯入

crashing 1 ['kræʃiŋ] adj.彻底的；最好的；猛撞的 v.打碎（crash的ing形式）
147 damage 1 n.损害；损毁；赔偿金 vi.损害；损毁 vt.损害，毁坏
148 dangerous 1 ['deindʒərəs] adj.危险的 危险地
149 data 1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150 demonstration 1 [,demən'streiʃən] n.示范；证明；示威游行
151 developed 1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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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double 1 ['dʌbl] n.两倍；双精度型 adj.双重的；两倍的 vi.加倍，加倍努力；快步走 vt.使加倍 adv.双重地；两倍地；弓身地 n.
146

(Double)人名；(法)杜布勒；(英)道布尔

editor 1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155 electricity 1 [,ilek'trisəti] n.电力；电流；强烈的紧张情绪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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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enough 1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158 enters 1 英 ['entə(r)] 美 ['entər] v. 进入 【计算机】送入
159 equipment 1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160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161 estimate 1 ['estimeit] vi.估计，估价 n.估计，估价；判断，看法 vt.估计，估量；判断，评价
162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163 examined 1 [ɪg'zæmɪnd] adj. 检查过的；诊察过的；测验过的 动词exam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4 experiments 1 [ɪk'sperɪmənt] n. 试验；实验；尝试 vi. 尝试；做实验
165 experts 1 英 ['ekspɜːt] 美 ['ekspɜːr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166 explained 1 [ɪksp'leɪnd] v. 解释；说明 vbl. 解释；说明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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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falcon 1 ['fælkən] n.[鸟]猎鹰；[鸟]隼 n.(Falcon)人名；(法、意、西、葡、罗、瑞典)法尔孔；(英)福尔肯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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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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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fireballs 1 n.火球( fireball的名词复数 ); 大流星; （旧式）燃烧弹; <美口>工作起来劲头十足的人
172 fist 1 n.拳，拳头；〈口〉笔迹；掌握；[印]指标参见号 vt.紧握；握成拳；用拳打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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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fully 1 ['fuli] adv.充分地；完全地；彻底地 n.(Fully)人名；(法)菲利
175 future 1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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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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grown 1 [grəun] adj.长大的；成年的；长满某物的 v.生长；变成；栽培（grow的过去分词）
178 guide 1 [gaid] n.指南；向导；入门书 vt.引导；带领；操纵 vi.担任向导 n.(Guide)人名；(法、葡)吉德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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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181 hig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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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名；(英)海伊

Hopkins 1 ['hɔpkinz] n.霍普金（姓氏）
183 identified 1 [aɪ'dentɪfaɪd] adj.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4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85 impactor 1 ['ɪmpæktə] n. 冲击器(卧式锻造机；硬着陆宇宙飞船)
186 impacts 1 ['ɪmpækt] n. 影响；冲击力；撞击 vt. 挤入；压紧；撞击；对 ... 发生影响 vi. 冲击；撞击；产生影响
187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88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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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关系的；世界的

investigative 1 [in'vestigeitiv] adj.研究的；调查的；好调查的
191 involves 1 英 [ɪn'vɒlv] 美 [ɪn'vɑːlv] vt. 包含；使忙于；牵涉；使卷入；使陷入
192 involving 1 [ɪn'vɒlvɪŋ] adj.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
193 Johns 1 [dʒɔnz] n.约翰斯（姓氏）
194 Johnson 1 ['dʒɔnsən] n.约翰逊（姓氏）
195 kilometers 1 n. 千米，公里（kilometer复数形式）
196 kinetic 1 [ki'netik, kai-] adj.[力]运动的；活跃的
197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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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learning 1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200 leaves 1 [li:vz] n.树叶；花瓣（leaf的复数） v.离开（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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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Lindley 1 n.(Lindley)人名；(英、西、葡)林德利
203 li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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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俄)利涅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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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e

manager 1 ['mænidʒə] n.经理；管理人员
206 maps 1 n. 地图 名词map的复数形式.
207 Maryland 1 ['mεərilænd] n.马里兰（美国州名）
208 meant 1 [ment] v.意味；打算（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表示…的意思
209 measure 1 ['meʒə] n.测量；措施；程度；尺寸 vt.测量；估量；权衡 vi.测量；估量
210 models 1 ['mɒdlz] n. 模范；模特儿；模型（名词model的复数形式）
211 moonlet 1 ['mu:nlit] n.小卫星；人造卫星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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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以)莫雷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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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st

motion 1 n.动作；移动；手势；请求；意向；议案 vi.运动；打手势 vt.运动；向…打手势
215 moved 1 [muːvd] adj.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6 named 1 [neimd] adj.命名的；指定的；被指名的 v.命名；任命（name的过去分词）；称呼
217 nav 1 abbr.资产净值（netassetvalue）
218 neos 1 (=New England Ophthalmologic Society) 新英格兰眼科学会
219 November 1 [nəu'vembə] n.十一月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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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 1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221 officer 1 ['ɔfisə, 'ɔ:-] n.军官，警官；公务员，政府官员；船长 vt.指挥 n.(Officer)人名；(英)奥菲瑟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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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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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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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operator 1 ['ɔpəreitə] n.经营者；操作员；话务员；行家
226 orb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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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orbiting 1 ['ɔːbɪtɪŋ] n. 轨道运行；旋转运动；转圈 动词orbit的现在分词.
228 orbits 1 英 ['ɔːbɪt] 美 ['ɔːrbɪt] n. 势力范围；眼眶；轨迹 vt. 绕轨道而行；进入轨道 vi. 盘旋
229 order 1 ['ɔ:də] n.命令；顺序；规则；[贸易]定单 vt.命令；整理；定购 vi.命令；定货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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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杰；(法)帕日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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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ners 1 英 ['pɑːtnə(r)] 美 ['pɑːrtnər] n. 伙伴；搭档；伴侣；合伙人 v. 同 ... 合作；做 ... 的搭档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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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path 1 [pɑ:θ, pæθ] n.道路；小路；轨道
235 permits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236 physics 1 ['fiziks] n.物理学；物理现象
237 planet 1 ['plænit] n.行星 n.(Planet)人名；(法)普拉内；(西、葡)普拉内特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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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possibly 1 ['pɔsəbli] adv.可能地；也许；大概
240 power 1 n.力量，能力；电力，功率；政权，势力；[数]幂 vt.激励；供以动力；使…有力量 vi.快速前进 adj.借影响有权势人物
232

以操纵权力的 n.(Power)人名；(英、葡)鲍尔

prepares 1 英 [prɪ'peə(r)] 美 [prɪ'per] v. 预备；准备
242 preparing 1 [prɪ'peərɪŋ] adj. 准备的；预备的 动词prepare的现在分词.
243 present 1 ['prezənt, pri'zent] vt.提出；介绍；呈现；赠送 vi.举枪瞄准 adj.现在的；出席的 n.现在；礼物；瞄准
244 producing 1 [prə'djuːsɪŋ] n. 生产 动词p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
245 provide 1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246 purposefully 1 ['pə:pəsfuli] adv.有目的地；自觉地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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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于；来回走动

rather 1 ['rɑ:ðə, 'ræ-] adv.宁可，宁愿；相当 int.当然啦（回答问题时用） n.(Rather)人名；(英)拉瑟
249 reach 1 [ri:tʃ] vi.达到；延伸；伸出手；传开 vt.达到；影响；抵达；伸出 n.范围；延伸；河段；横风行驶 n.(Reach)人名；(柬)列
250 reaching 1 [riːtʃ] v. 到达；伸出；达成；取得联系；延伸；（伸手）去够 n. 范围；影响力；河段；等级
251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52 records 1 [rɪ'kɔːds] n.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
253 redirect 1 [,ri:di'rekt, -dai-] vt.使改方向；重新寄送 adj.再直接的 n.再直接询问
254 redirection 1 [,ri:di'rekʃən] n.重寄；改道；转移呼叫
255 reports 1 英 [rɪ'pɔːt] 美 [rɪ'pɔː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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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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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人名；(英)赖特

rocket 1 ['rɔkit] vi.飞驰，飞快地移动；迅速增加 n.火箭 vt.用火箭运载
259 rocky 1 ['rɔki] adj.岩石的，多岩石的；坚如岩石的；摇晃的；头晕目眩的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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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塞伊；(匈、罗)绍伊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62 search 1 [sə:tʃ] vi.搜寻；调查；探求 vt.搜索；搜寻；调查；搜查；探求 n.搜寻；探究，查究 n.(Search)人名；(英)瑟奇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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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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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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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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n.(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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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肖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69 size 1 [saiz] n.大小；尺寸 adj.一定尺寸的 vt.依大小排列 vi.可比拟
270 skies 1 [skaiz] n.天空（sky的复数） v.把…投向空中；把…挂得过高；飞涨（sky的第三人称单数）
271 sky 1 [skai] n.天空；顶点 vt.把…投向空中；把…挂得过高 vi.踢或击高空球；把桨叶翘得过高；飞涨 n.(Sky)人名；(英)斯凯
272 smart 1 [smɑːt] adj.聪明的；巧妙的；敏捷的；厉害的；潇洒的；剧烈的；时髦的 n.(Smart)人名；(法)斯马尔；(英、德)斯马特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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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sola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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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someth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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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spacex 1 n.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美国的太空运输公司）
277 spe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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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繁荣 n.(Speed)人名；(英)斯皮德

statement 1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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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击；殴打 n.(Strike)人名；(英)斯特赖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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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surf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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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systems 1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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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的）售得金额

targeted 1 英 ['tɑːɡɪt] 美 ['tɑːrɡɪt] n. 目标；对象；靶 vt. 把 ... 作为目标；瞄准
285 technologically 1 [,teknə'lɔdʒikli] adv.科技地；技术上地
286 technologies 1 英 [tek'nɒlədʒi] 美 [tek'nɑːlədʒi] n. 技术；工艺；工艺学
287 technology 1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288 telescopes 1 英 ['telɪskəʊp] 美 ['telɪskoʊp] n. 望远镜 v. 缩短；压缩；套叠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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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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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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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就（用于nosooner等之后） prep.比；超过 n.(Than)人名；(老、柬、德)坦；(缅)丹

them 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92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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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295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296 threaten 1 ['θretən] vt.威胁；恐吓；预示 vi.威胁；可能来临
297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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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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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turn 1 vt.转动，使旋转；转弯；翻过来；兑换 vi.转向；转变；转动 n.转弯；变化；(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行为，举动，举止 n.
291

(Turn)人名；(德、匈)图恩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02 understand 1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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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us 1 pron.我们
305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06 Vandenberg 1 ['vændənbə:g] n.范登堡（姓氏）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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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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VOA 1 英 [ˌviː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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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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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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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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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within 1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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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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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17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318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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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