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1-29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hine Learning Helps
NASA Confirm 301 New Exoplanet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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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of 19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exoplanet 17 [ek'sɒpleɪnɪt] n. （太阳系以外的）外部行星

5 i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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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is 1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7 nasa 14 ['næsə; 'nei-] abbr.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 n.(Nasa)人名；(塞)纳莎

8 tha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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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nd 9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0 confirm 9 [kən'fə:m] vt.确认；确定；证实；批准；使巩固

11 data 9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12 learning 9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3 o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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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said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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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b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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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i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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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machin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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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new 8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9 space 8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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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from 7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2 system 7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3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4 Kepler 6 ['keplə] n.开普勒（德国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开普勒定律的发现者）；开普勒环形山（在月球东北象限，直径为35公
里）

25 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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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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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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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be 5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9 ca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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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human 5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31 planet 5 ['plænit] n.行星 n.(Planet)人名；(法)普拉内；(西、葡)普拉内特

32 stars 5 [stɑ:z] n. 星星，明星（star的复数形式）

33 thi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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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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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ha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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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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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operations 4 n.运营；运作；业务操作（operation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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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other 4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39 telescope 4 ['teliskəup] vt.压缩；使套叠 vi.套叠；变短 n.望远镜；缩叠式旅行袋

40 telescopes 4 英 ['telɪskəʊp] 美 ['telɪskoʊp] n. 望远镜 v. 缩短；压缩；套叠

41 tess 4 [tes] n.泰丝（女子名）

42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43 used 4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44 based 3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45 been 3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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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ent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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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istence 3 [ig'zistəns] n.存在，实在；生存，生活；存在物，实在物

49 identify 3 vt.确定；鉴定；识别，辨认出；使参与；把…看成一样vi.确定；认同；一致

50 intelligence 3 n.智力；情报工作；情报机关；理解力；才智，智慧；天分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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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planets 3 [p'lænɪts] 行星

53 reason 3 ['ri:zən] n.理由；理性；动机 vi.推论；劝说 vt.说服；推论；辩论 n.(Reason)人名；(英)里森

54 science 3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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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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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such 3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58 th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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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thousands 3 ['θaʊzndz] n. 数千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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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accuracy 2 ['ækjurəsi] n.[数]精确度，准确性

62 agency 2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63 Ames 2 [eimz] n.艾姆斯氏试验

64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65 artificial 2 [,ɑ:ti'fiʃəl] adj.人造的；仿造的；虚伪的；非原产地的；武断的

66 astrophysical 2 [,æstrəu'fizikəl] adj.天体物理学的

67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68 build 2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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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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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asily 2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72 examine 2 [ig'zæmin] vt.检查；调查；检测；考试 vi.检查；调查

73 existing 2 [ig'zistiŋ] adj.目前的；现存的 v.存在（exist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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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h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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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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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huge 2 [hju:dʒ] adj.巨大的；庞大的；无限的 n.(Huge)人名；(英)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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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jenkins 2 ['dʒeŋkinz] n.詹金斯（姓氏）

80 journal 2 ['dʒə:nəl] n.日报，杂志；日记；分类账

81 launched 2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82 lead 2 [[li:d] [led]] n.领导；铅；导线；榜样 vt.领导；致使；引导；指挥 vi.领导；导致；用水砣测深 adj.带头的；最重要的 n.
(Lead)人名；(英)利德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83 ligh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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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85 method 2 ['meθəd] n.方法；条理；类函数 adj.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

86 methods 2 ['meθədz] n.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

87 mo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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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needed 2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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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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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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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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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paper 2 ['peipə] n.纸；论文；文件；报纸 adj.纸做的 vt.用纸糊；用纸包装 vi.贴糊墙纸；发交通违章传票 n.(Paper)人名；(俄)帕佩
尔

94 past 2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95 possible 2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96 reliable 2 [ri'laiəbl] adj.可靠的；可信赖的 n.可靠的人

97 resear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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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researchers 2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99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00 s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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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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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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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team 2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104 them 2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105 ti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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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trained 2 [treɪnd] adj. 训练过的 动词tr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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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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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who 2 pron.谁；什么人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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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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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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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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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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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118 ai 1 [ai] abbr.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 n.(Ai)人名；(中)艾(普通话·威妥玛)；(日)爱(名)

119 aim 1 vt.目的在于；引导；把…对准 vi.打算；对准目标；瞄准 n.目的；目标；对准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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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amounts 1 [ə'maʊnt] n. 数量；总额 vi. 总计；等于

122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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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April 1 ['eiprəl] n.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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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assistance 1 [ə'sistəns] n.援助，帮助；辅助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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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association 1 [ə,səusi'eiʃən, ə,səuʃi'ei-] n.协会，联盟，社团；联合；联想

128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129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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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believed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132 bias 1 ['baiəs] n.偏见；偏爱；斜纹；乖离率 vt.使存偏见 adj.偏斜的 adv.偏斜地 n.(Bias)人名；(法、德、葡、喀)比亚斯；(英)拜厄
斯

133 biases 1 ['baɪəs] n. 偏见；偏爱；斜纹 vt. 使偏心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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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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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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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California 1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138 candidate 1 n.候选人，候补者；应试者

139 candidates 1 ['kændɪdeɪts] n. 申请求职者；候选人；投考者 名词candidate的复数形式.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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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caused 1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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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collected 1 [kə'lektid] adj.镇定的；收集成的 v.收集；聚集（collect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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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compared 1 英 [kəm'peə(r)] 美 [kəm'per] v. 比较；对比；比喻 n. 比较；对照

146 computer 1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147 confirmations 1 n.证实( confirmation的名词复数 ); 证据; 确认; （基督教中的）坚信礼

148 confirmed 1 [kən'fə:md] adj.确认的；保兑的；坚定的；惯常的 v.确证；使坚定（confirm的过去分词）；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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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correct 1 [kə'rekt] vt.改正；告诫 vi.调整；纠正错误 adj.正确的；恰当的；端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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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deals 1 [diː l] n. 协定；交易；大量 v. 应付；分配；处理；交易；经营

153 decides 1 [dɪ'saɪd] v. 决定；判断；断定

154 declared 1 [di'klεəd] adj.公然的；公开宣布的

155 decreases 1 [dɪ'kriː s] v. 减少；减小；降低 n. 减少；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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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developed 1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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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discover 1 [dis'kʌvə] vt.发现；发觉 vi.发现

160 discovered 1 英 [dɪ'skʌvə(r)] 美 [dɪ'skʌvər] v. 发现；偶然撞见；发觉

161 discoveries 1 [dɪ'skʌvəri] n. 发现；发现物

162 drops 1 [drɒps] n. 珠；滴剂（名词drop的复数形式） v. 滴，滴下，滴落（动词dro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63 ease 1 [i:z] vt.减轻，缓和；使安心 n.轻松，舒适；安逸，悠闲 vi.减轻，缓和；放松；灵活地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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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166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167 else 1 [els] adv.其他；否则；另外 adj.别的；其他的 n.(Else)人名；(英)埃尔斯；(德)埃尔泽；(芬、丹)埃尔塞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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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xact 1 adj.准确的，精密的；精确的 vt.要求；强求；急需 vi.勒索钱财

170 expanding 1 英 [ɪks'pændɪŋ] 美 [ɪk'spændɪŋ] adj. 扩展的；扩充的 动词expand的现在分词形式.

171 expertly 1 adv.熟练地；巧妙地

172 explain 1 [ik'splein] v.说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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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explains 1 [ɪk'spleɪn] v. 说明；解释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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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favor 1 vt.较喜欢；像；优惠，偏袒；有利于；赐予；证实 n.帮助；赞同；偏爱，喜爱

176 feature 1 ['fi:tʃə] n.特色，特征；容貌；特写或专题节目 vi.起重要作用 vt.特写；以…为特色；由…主演

177 features 1 ['fiː tʃəz] n. 容貌；特征 名词feature的复数形式.

178 fed 1 v.喂养（feed过去式） abbr.联邦储备局（theFederalReserve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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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form 1 [fɔ:m] n.形式，形状；形态，外形；方式；表格 vt.构成，组成；排列，组织；产生，塑造 vi.形成，构成；排列 n.(Form)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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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front 1 [frʌnt] n.前面；正面；前线 vt.面对；朝向；对付 vi.朝向 adj.前面的；正面的 adv.在前面；向前 n.(Front)人名；(法)弗龙

183 fuel 1 ['fjuəl] vi.得到燃料 vt.供以燃料，加燃料 n.燃料；刺激因素

184 furt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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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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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gathered 1 ['gæðəɒ] adj. 聚集的；集合的 动词ga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87 giving 1 ['gɪvɪŋ] n. 给予；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

188 goal 1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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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hamed 1 哈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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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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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helps 1 ['helps] v. 帮助；有助于；促进（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94 hide 1 [haid] vt.隐藏；隐瞒；鞭打 vi.隐藏 n.躲藏；兽皮；躲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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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identification 1 [ai,dentifi'keiʃən] n.鉴定，识别；认同；身份证明

197 identifying 1 n.识别，标识；标识关系 v.识别（identify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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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imposter 1 [im'pɔstə] n.骗子；冒名顶替者

200 imposters 1 n. 冒名顶替者；骗子（imposter的复数）

201 improve 1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202 improvements 1 [ɪmp'ruːvmənts] 改进

203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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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involve 1 [in'vɔlv] vt.包含；牵涉；使陷于；潜心于

206 jon 1 [dʒɔn] n.乔恩（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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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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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learn 1 [lə:n] vt.学习；得知；认识到 vi.学习；获悉

210 leve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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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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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list 1 [list] n.[计]列表；清单；目录 vi.列于表上 vt.列出；记入名单内 n.(List)人名；(匈)李斯特；(英、德、法、西、捷)利斯特

213 load 1 [ləud] n.负载，负荷；工作量；装载量 vi.[力]加载；装载；装货 vt.使担负；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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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machines 1 [mə'ʃiː n] n. 机器；做事效率高的人；工具；车辆 v. 以机器制造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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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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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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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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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mystery 1 [英 [ˈmɪstri] 美 [ˈmɪstəri]] n.秘密，谜；神秘，神秘的事物；推理小说，推理剧；常作mysteries秘技，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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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observations 1 [ɒbzə'veɪʃnz] n. 观察值 名词observation的复数形式.

223 October 1 [ɔk'təubə] n.[天]十月

224 offers 1 英 ['ɒfə(r)] 美 ['ɔː fər] vt. 提供；提出；（卖方）出价；贡献 vi. 提议；出现；求婚 n. 提议；出价

225 operate 1 vi.运转；动手术；起作用 vt.操作；经营；引起；对…开刀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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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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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29 oversees 1 英 [ˌəʊvə'siː ] 美 [ˌoʊvər'siː ] vt. 监督；监管；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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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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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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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passing 1 ['pɑ:siŋ, 'pæs-] adj.经过的；目前的；及格的；短暂的 n.经过；及格；流逝；去世 adv.非常 v.通过；及格；许可；传送
（pass的ing形式） n.(Passing)人名；(德)帕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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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permits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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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plans 1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238 powered 1 ['pauəd] adj.有动力装置的；以…为动力的 n.促进（power的过去分词）；给…提供动力

239 prejudice 1 ['predʒudis] n.偏见；侵害 vt.损害；使有偏见

240 pretends 1 [prɪ'tend] v. 假装；装作；自以为

241 process 1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的

242 processed 1 [p'rəsest] adj. 经加工的；处理的 动词proce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3 programs 1 [p'rəʊɡræmz] n. 程序；节目；课程（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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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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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published 1 ['pʌblɪʃ] v. 出版；发行；公开发表

247 quality 1 n.质量，[统计]品质；特性；才能 adj.优质的；高品质的；<英俚>棒极了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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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reject 1 [ri'dʒekt] vt.拒绝；排斥；抵制；丢弃 n.被弃之物或人；次品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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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require 1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252 retiring 1 [ri'taiəriŋ] adj.退休的；不善社交的；过隐居生活的 v.退休（retir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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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rule 1 [ru:l] vi.统治；管辖；裁定 n.统治；规则 vt.统治；规定；管理；裁决；支配 n.(Rule)人名；(英)鲁尔；(塞)鲁莱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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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same 1 [seim] adj.相同的；同一的；上述的（通常与the连用）；无变化的 pron.同样的事物或人（通常与the连用） adv.同样地
（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257 satellite 1 ['sætəlait] n.卫星；人造卫星；随从；卫星国家

258 scientist 1 ['saiəntist] n.科学家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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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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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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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seem 1 [si:m] vi.似乎；像是；装作 n.(Seem)人名；(英)西姆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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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spacecraft 1 ['speiskrɑ:ft, -kræft] n.[航]宇宙飞船，航天器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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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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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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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success 1 [sək'ses] n.成功，成就；胜利；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

268 su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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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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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survey 1 [sə:'vei, 'sə:vei, sə-] n.调查；测量；审视；纵览 vt.调查；勘测；俯瞰 vi.测量土地

271 systems 1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272 task 1 [tɑ:sk, tæsk] vt.分派任务 n.工作，作业；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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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tested 1 ['testid] adj.经受过考验的；经验定的 v.考验（test的过去分词）；测验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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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77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278 throug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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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today 1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280 transiting 1 ['trænzɪt] n. 运输；经过；转变；[天]中天；凌日；经纬仪 vt. 穿越；旋转 vi. 越过

281 trick 1 [trik] n.诡计；恶作剧；窍门；花招；骗局；欺诈 vt.欺骗；哄骗；装饰；打扮 vi.哄骗；戏弄 adj.特技的；欺诈的；有决
窍的 n.(Trick)人名；(英)特里克

282 trusted 1 [trʌst] n. 信任；信托 vi. 信任 vt. 相信；委托

283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84 typical 1 ['tipikəl] adj.典型的；特有的；象征性的

285 universities 1 英 [ˌjuːnɪ'vɜːsəti] 美 [ˌjuːnɪ'vɜ rːsəti] n. 大学

286 until 1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287 us 1 pron.我们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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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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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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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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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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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94 wh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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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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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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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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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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