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2-20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SA to Launch Telescope to
Explore Parts of Space Never Observed Before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5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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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1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4 space 18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5 and 16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6 of 1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7 telescope 16 ['teliskəup] vt.压缩；使套叠 vi.套叠；变短 n.望远镜；缩叠式旅行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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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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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th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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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w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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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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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wil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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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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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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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i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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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es 6 [dʒeimz] n.詹姆斯（姓氏，男子名）；《雅各书》

18 Webb 6 [web] n.韦勃（人名）；威布市（美国密苏里州的城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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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launch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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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艇

21 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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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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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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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n.(About)人名；(法)阿布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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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mission 4 ['miʃən] n.使命，任务；代表团；布道 vt.派遣；向……传教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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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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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shield 4 [ʃi:ld] n.盾；防护物；保护者 vt.遮蔽；包庇；避开；保卫 vi.防御；起保护作用 n.(Shield)人名；(英)希尔德

29 stars 4 [stɑ:z] n. 星星，明星（star的复数形式）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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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universe 4 ['ju:nivə:s] n.宇宙；世界；领域

32 after 3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33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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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bac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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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before 3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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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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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c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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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designed 3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40 infrared 3 [,infrə'red] n.红外线 adj.红外线的

41 look 3 [luk] vt.看；期待；注意；面向；看上去像 vi.看；看起来；注意；面向 n.看；样子；面容 n.(Look)人名；(瑞典)洛克；(英)
卢克

42 mirror 3 ['mirə] n.镜子；真实的写照；榜样 vt.反射；反映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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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op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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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o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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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other 3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47 says 3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48 scientist 3 ['saiəntist] n.科学家

49 se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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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su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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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telescopes 3 英 ['telɪskəʊp] 美 ['telɪskoʊp] n. 望远镜 v. 缩短；压缩；套叠

52 ti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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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us 3 pron.我们

54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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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ago 2 [ə'gəu] adv.以前，以往 adj.以前的；过去的 n.(Ago)人名；(英、西、意、塞、瑞典)阿戈

57 allow 2 [ə'lau] vt.允许；给予；认可 vi.容许；考虑

58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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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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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be 2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62 being 2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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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born 2 [bɔ:n] v.出世（bear的过去分词） adj.天生的 n.(Born)人名；(柬)邦；(英、西、俄、捷、德、瑞典、匈)博恩

65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66 did 2 [did] v.做（do的过去式）

67 discoveries 2 [dɪ'skʌvəri] n. 发现；发现物

68 d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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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dust 2 [dʌst] n.灰尘；尘埃；尘土 vt.撒；拂去灰尘 vi.拂去灰尘；化为粉末 n.(Dust)人名；(德、俄)杜斯特

70 ever 2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71 explore 2 [ik'splɔ:] vt.探索；探测；探险 vi.探索；探测；探险

72 galaxies 2 ['ɡæləksi] n. 银河；星系；一群杰出的人

73 gas 2 [gæs] n.气体；[矿业]瓦斯；汽油；毒气 vt.加油；毒（死） vi.加油；放出气体；空谈 n.(Gas)人名；(法、德、西)加斯

74 go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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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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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Hubble 2 n.哈勃(姓氏)(天文学)

77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78 know 2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79 lar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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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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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led 2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81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82 Maryland 2 ['mεərilænd] n.马里兰（美国州名）

83 mo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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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never 2 ['nevə] adv.从未；决不

85 observed 2 [əb'zɜːvd] adj. 被观察的，被观测的 v. 观察，观测（动词observe的过去式,动词observe的过去分词）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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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88 parts 2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89 peer 2 n.贵族；同等的人；同龄人 vi.凝视，盯着看；窥视 vt.封为贵族；与…同等 n.(Peer)人名；(英、巴基)皮尔

90 period 2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91 permit 2 [pə'mit] vi.许可；允许 vt.许可；允许 n.许可证，执照

92 piece 2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93 planets 2 [p'lænɪts] 行星

94 powerful 2 ['pauəful] adj.强大的；强有力的 adv.很；非常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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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progra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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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re 2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98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99 science 2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100 size 2 [saiz] n.大小；尺寸 adj.一定尺寸的 vt.依大小排列 vi.可比拟

101 smith 2 [smiθ] n.铁匠；锻工；制作者 vt.锻制 vi.锻打金属；当锻工

102 Spitzer 2 ['spɪtsə] 尖头式(弹头)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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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think 2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105 throug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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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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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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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vehicle 2 ['viː ɪk(ə)l] n.[车辆]车辆；工具；交通工具；运载工具；传播媒介；媒介物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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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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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wh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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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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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wor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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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abilities 1 [ə'bɪləti] n. 能力；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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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adding 1 ['ædiŋ] v.增加（add的ing形式） n.(Adding)人名；(瑞典)阿丁

118 administrator 1 [əd'ministreitə] n.管理人；行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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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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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22 America 1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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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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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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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ariane 1 [,æri'æn] n.阿里安（公司名）；阿丽亚娜（火箭名）；艾丽安（女子名）

126 arrange 1 [ə'reindʒ] vt.安排；排列；整理 vi.安排；排列；协商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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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129 Baltimore 1 [Lord lɔ:d] n.巴尔的摩（美国一座港市）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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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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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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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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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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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built 1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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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Canadian 1 [kə'neidiən] adj.加拿大（人）的 n.加拿大人

140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141 Caty 1 卡蒂

142 cen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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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clouds 1 [k'laʊdz] n. 云；烟云 名词cloud的复数形式.

144 cold 1 [kəuld] adj.寒冷的；冷淡的，不热情的；失去知觉的 n.寒冷；感冒 adv.完全地

145 collapse 1 vi.倒塌；瓦解；暴跌 vt.使倒塌，使崩溃；使萎陷；折叠 n.倒塌；失败；衰竭

146 colorful 1 ['kʌləful] adj.华美的；有趣的；富有色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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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commission 1 [kə'miʃən] n.委员会；佣金；犯；委任；委任状 vt.委任；使服役；委托制作

149 commissioning 1 [kə'miʃəniŋ] n.试车；试运转 v.委任；命令；委托制作（commission的ing形式）

150 complete 1 [kəm'pli:t] adj.完整的；完全的；彻底的 vt.完成

151 complex 1 ['kɔmpleks] adj.复杂的；合成的 n.复合体；综合设施

152 considered 1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153 court 1 [kɔ:t] n.法院；球场；朝廷；奉承 vt.招致（失败、危险等）；向…献殷勤；设法获得 vi.求爱 n.(Court)人名；(英)考特；
(法)库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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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data 1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156 dating 1 ['deitiŋ] n.约会；记日期的；注明日期 v.约会；定日期（date的ing形式）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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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December 1 [di'sembə] n.十二月

159 deepest 1 [diː p] adj. 深的；深刻的；深奥的；深切的 adv. 深深地 n. 深处

160 delayed 1 [di'leid] adj.延时的；定时的 v.延迟（delay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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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depth 1 [depθ] n.[海洋]深度；深奥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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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developme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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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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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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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distant 1 adj.遥远的；冷漠的；远隔的；不友好的，冷淡的

168 during 1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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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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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eart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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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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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electromagnetic 1 [i,lektrəumæg'netik] adj.电磁的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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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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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engineers 1 英 [ˌendʒɪ'nɪə(r)] 美 [ˌendʒɪ'nɪr] n. 工程师；机(械)师 vt. 设计；建造；策划

176 enough 1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177 enters 1 英 ['entə(r)] 美 ['entər] v. 进入 【计算机】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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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ric 1 埃里克（人名）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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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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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European 1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183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184 everything 1 pron.每件事物；最重要的东西；（有关的）一切；万事

185 examine 1 [ig'zæmin] vt.检查；调查；检测；考试 vi.检查；调查

186 exist 1 [ig'zist] vi.存在；生存；生活；继续存在

187 exoplanet 1 [ek'sɒpleɪnɪt] n. （太阳系以外的）外部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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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ploring 1 [ɪks'plɔː rɪŋ] n. 探索；探测 动词explore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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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eye 1 [ai] n.眼睛；视力；眼光；见解，观点 vt.注视，看 n.(Eye)人名；(德)艾厄；(英)艾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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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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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fir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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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fligh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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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French 1 [frentʃ] adj.法国的；法语的；法国人的 n.法国人；法语

197 fully 1 ['fuli] adv.充分地；完全地；彻底地 n.(Fully)人名；(法)菲利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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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gathering 1 ['gæðəriŋ] n.聚集；集会；收款 v.聚集（gather的ing形式）

200 generation 1 [,dʒenə'reiʃən] n.一代；产生；一代人；生殖

201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202 Goddard 1 ['gɔdə:d] n.戈达德（姓氏）；戈达德（1882-1945，美国物理学家，火箭工程学的先驱者）

203 good 1 [gud] adj.好的；优良的；愉快的；虔诚的 n.好处；善行；慷慨的行为 adv.好 n.(Good)人名；(英)古德；(瑞典)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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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Guiana 1 [gai'ænə] n.圭亚那地区（包括圭亚那共和国及荷属、法属圭亚那）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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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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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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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here 1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210 history 1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211 human 1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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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images 1 ['ɪmɪdʒ] n. 印象；形象；影像；图像；肖像 vt. 反映；想像；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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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215 inside 1 [,in'said, 'in-] n.里面；内部；内情；内脏 adj.里面的；内部的；秘密的 adv.在里面 prep.少于；在…之内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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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instruments 1 ['ɪnstrəmənt] n. 仪器；乐器；工具；器械 v. 用器械（或仪器）装备；向…提交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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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john 1 [dʒɔn] n.厕所

220 joint 1 [dʒɔint] n.关节；接缝；接合处，接合点；（牛，羊等的腿）大块肉 adj.共同的；连接的；联合的，合办的 vt.连接，贴
合；接合；使有接头 vi.贴合；生节 n.(Joint)人名；(法)茹安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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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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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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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klaus 1 克劳斯(男子名)

225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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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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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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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ll 1 abbr.陆上通信线（LandLines）；下限（LowerLimit）；低电平（LowLevel）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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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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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massive 1 ['mæsiv] adj.大量的；巨大的，厚重的；魁伟的

233 Mather 1 [mæ'ðə] n.马瑟（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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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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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method 1 ['meθəd] n.方法；条理；类函数 adj.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

237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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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nature 1 ['neitʃə] n.自然；性质；本性；种类 n.(Nature)人名；(法)纳蒂尔

240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241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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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numerous 1 ['nju:mərəs] adj.许多的，很多的

244 objects 1 ['ɒbjekts] n. 目标；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

245 observatory 1 [əb'zə:vitəri, ɔb-] n.天文台；气象台；瞭望台

246 observing 1 [əb'zəviŋ, ɔb-] adj.观察的；注意的；观察力敏锐的 v.观察；遵守（observe的ing形式）

247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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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opening 1 ['əupəniŋ] n.开始；机会；通路；空缺的职位 adj.开始的 v.开放（open的ing形式）；打开；公开

250 orbiting 1 ['ɔː bɪtɪŋ] n. 轨道运行；旋转运动；转圈 动词orbit的现在分词.

251 ow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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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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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periods 1 ['pɪrɪədz] n. 周期 名词period的复数形式.

254 plan 1 [plæn] n.计划；平面图 vt.计划；设计；打算 vi.计划；打算 n.(Plan)人名；(瑞典)普兰；(法)普朗

255 pontoppidan 1 彭托皮丹(①姓氏 ②Henrik, 1857-1943, 丹麦小说家, 曾获1917年诺贝尔文学奖)

256 preparing 1 [prɪ'peərɪŋ] adj. 准备的；预备的 动词prepare的现在分词.

257 protect 1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258 protected 1 [prə'tektid] adj.受保护的 v.保护；防卫（protect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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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provided 1 [prə'vaidid] conj.假如；倘若 v.提供；给予（provide的过去式）

260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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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rocket 1 ['rɔkit] vi.飞驰，飞快地移动；迅速增加 n.火箭 vt.用火箭运载

263 sai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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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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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scientific 1 [,saiən'tifik] adj.科学的，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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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second 1 ['sekənd] n.秒；第二名；瞬间；二等品 vt.支持 adj.第二的；次要的；附加的 num.第二 adv.第二；其次；居第二位 n.
(Second)人名；(法)塞孔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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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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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x 1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273 sm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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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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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someone 1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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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south 1 [sauθ, sauð] n.南方，南边；南部 adv.在南方，向南方 adj.南的，南方的 n.(South)人名；(老)苏；(英)索思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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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surprise 1 [sə'praiz] n.惊奇，诧异；突然袭击 vt.使惊奇；奇袭 adj.令人惊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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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temperatures 1 ['temprətʃəz] 温度

282 tennis 1 n.网球（运动） n.（英）坦尼斯（人名）

283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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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86 thick 1 [θik] n.最拥挤部分；活动最多部分；事物的粗大浓密部分 adj.厚的；浓的；粗大的 adv.密集地；浓浓地，厚厚地 n.
(Thick)人名；(英)西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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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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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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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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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uncover 1 [,ʌn'kʌvə] vt.发现；揭开；揭露 vi.发现；揭示；揭去盖子

293 unexpected 1 [,ʌnik'spektid] adj.意外的，想不到的

294 unpleasant 1 [,ʌn'plezənt] adj.讨厌的；使人不愉快的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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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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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wavelength 1 ['weivleŋθ] n.[物]波长

298 waves 1 [weivz] n.[物][军]波（wave的复数形式） v.波动；起伏（wav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挥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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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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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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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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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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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05 whole 1 [həul] adj.完整的；纯粹的 n.整体；全部

306 window 1 ['windəu] n.窗；窗口；窗户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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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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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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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