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5-19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p US Defense Officials
Testify about Unexplained Flying Object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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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that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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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in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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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s 13 ['ɒbjekts] n. 目标；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

7 or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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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Uap 11 abbr.高层大气现象（UpperAtmospherePhenomena）

9 and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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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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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h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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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sightings 9 n.照准，观察，视线( sighting的名词复数 )

13 defense 8 [di'fens] n.防卫，防护；防御措施；防守 vt.谋划抵御

14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5 military 8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16 sai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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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department 7 [di'pɑ:tmənt] n.部；部门；系；科；局

18 intelligence 7 n.智力；情报工作；情报机关；理解力；才智，智慧；天分

19 officials 7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20 something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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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b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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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from 6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3 hearing 6 ['hiəriŋ] n.听力；审讯，听讯 v.听见（hear的ing形式） n.(Hearing)人名；(英)希尔林

24 mo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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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were 6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6 bray 5 [brei] vi.叫；捣碎 vt.叫 n.驴叫声；喇叭声 n.(Bray)人名；(意)布拉伊；(英、法、西、葡)布雷

27 flying 5 ['flaiiŋ] adj.飞行的 n.飞行 v.飞（fly的ing形式）

28 repor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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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told 5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0 unexplained 5 [ˌʌnɪk'spleɪnd] adj. 未得到解释的

31 added 4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32 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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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such 4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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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6 two 4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7 wan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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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9 ab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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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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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n.(About)人名；(法)阿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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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an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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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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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cases 3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44 fligh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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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ha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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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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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house 3 [haus, hauz] n.住宅；家庭；机构；议会；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覆盖；给…房子住；把…储藏在房内 vi.住 n.(House)人
名；(英)豪斯

48 hypersonic 3 [,haipə'sɔnik] adj.极超音速的；[声]特超声速的

49 know 3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50 la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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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Members 3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52 Moultrie 3 穆特里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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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origins 3 ['ɒrɪdʒɪnz] n. 起源 名词origi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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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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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pilots 3 ['paɪləts] n. 飞行员；向导 名词pilot的复数形式.

58 security 3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59 thi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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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top 3 [tɔp] n.顶部，顶端；上部；首席；陀螺 vi.高出，超越；结束；达到顶点 vt.超越，超过；给…加盖；达到…的顶端 adj.最高
的，顶上的；头等的 n.(Top)人名；(英、土、意)托普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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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wh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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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you 3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64 adj 2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65 aerial 2 ['εəriəl] adj.空中的，航空的；空气的；空想的 n.[电讯]天线

66 aircraft 2 ['εəkrɑ:ft] n.飞机，航空器

67 appeared 2 [ə'piəd] adj.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8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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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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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71 congress 2 ['kɔŋgres, kən'gres] n.国会；代表大会；会议；社交

72 congressional 2 [kən'greʃənəl] adj.国会的；会议的；议会的

73 Crawford 2 ['krɔfəd] n.克劳福德（美国西部小镇）

74 described 2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5 determine 2 v.（使）下决心，（使）做出决定 vt.决定，确定；判定，判决；限定 vi.确定；决定；判决，终止；[主用于法律]
了结，终止，结束

76 extraterrestrial 2 [,ekstrəti'restriəl] adj.地球外的 n.天外来客

77 fa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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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for 2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79 government 2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80 however 2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接副词或形容词）；然而；可是 conj.无论以何种方式;不管怎样

81 investigative 2 [in'vestigeitiv] adj.研究的；调查的；好调查的

82 investigators 2 [ɪn'vestɪɡeɪtəz] 侦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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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84 migh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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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86 official 2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87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88 outside 2 [,aut'said, 'aut'said] adj.外面的，外部的；外来的 n.外部；外观 adv.在外面，向外面；在室外 prep.在…范围之外

89 phenomena 2 [fi'nɔminə, fə-] n.现象（phenomenon的复数）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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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propulsion 2 [prəu'pʌlʃən] n.推进；推进力

92 reported 2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93 represent 2 [,repri'zent] vt.代表；表现；描绘；回忆；再赠送 vi.代表；提出异议

94 showed 2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95 spe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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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繁
荣 n.(Speed)人名；(英)斯皮德

96 speeds 2 [spiː d] n. 速度；迅速 v. 加速；急行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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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subcommittee 2 ['sʌbkə,miti] n.小组委员会；委员会的附属委员会

99 systems 2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100 tantamount 2 ['tæntəmaunt] adj.同等的；相当于…的

101 term 2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102 testified 2 ['testɪfaɪ] v. 作证；证明；声明

103 testify 2 ['testifai] vt.证明，证实；作证 vi.作证；证明

104 testifying 2 ['testɪfaɪ] v. 作证；证明；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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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there 2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107 those 2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108 Tuesday 2 ['tju:zdi; -dei] n.星期二

109 unidentified 2 adj.未经确认的；未辨别出的，身份不明的

110 unusual 2 [,ʌn'ju:ʒuəl] adj.不寻常的；与众不同的；不平常的

111 us 2 pron.我们

112 whether 2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113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14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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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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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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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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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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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121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22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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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125 associated 1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6 atmosphere 1 n.气氛；大气；空气

127 avoid 1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128 bad 1 [bæd] adj.坏的；严重的；劣质的 n.坏事；坏人 adv.很，非常；坏地；邪恶地 n.(Bad)人名；(罗)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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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beings 1 ['biː ɪŋz] n. 人；n

132 believe 1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133 better 1 [betə] n.长辈；较好者；打赌的人（等于bettor） adv.更好的；更多的；较大程度地 adj.较好的 vt.改善；胜过 vi.变得较
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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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brightly 1 ['braitli] adv.明亮地；鲜明地；生辉地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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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calls 1 ['kɔː lz] n. 呼唤；命令；电话；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

138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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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certainly 1 ['sə:tənli] adv.当然；行（用于回答）；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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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Chinese 1 [,tʃai'ni:z] n.中文，汉语；中国人 adj.中国的，中国人的；中国话的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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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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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commonly 1 ['kɔmənli] adv.一般地；通常地；普通地

146 concerns 1 [kən'sɜːnz] n.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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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control 1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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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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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deputy 1 ['depjuti] n.代理人，代表 adj.副的；代理的

152 describes 1 [dɪ'skraɪb] vt. 描述；说成；形容；画(尤指几何图形)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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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destroy 1 [di'strɔi] vt.破坏；消灭；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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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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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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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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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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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cumented 1 ['dɒkjʊməntɪd] adj. 备有证明文件的；有执照的 动词docume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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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164 elements 1 ['elɪmənts] n. 要素，元素；基本原则；恶劣天气 element的复数形式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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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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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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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vidence 1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169 examinations 1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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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existing 1 [ig'zistiŋ] adj.目前的；现存的 v.存在（exist的现在分词）

172 exists 1 [ɪɡ'zɪst] v. 存在；生存；活着

173 experts 1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174 explain 1 [ik'splein] v.说明；解释

175 extremely 1 [ik'stri:mli] adv.非常，极其；极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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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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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facts 1 n. 事实 名词fact的复数形式.

178 failure 1 ['feiljə] n.失败；故障；失败者；破产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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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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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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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five 1 [faiv] n.五，五个；五美元钞票 num.五，五个 adj.五的；五个的 n.(Five)人名；(挪)菲弗

183 flash 1 [flæʃ] vt.使闪光；反射 n.闪光，闪现；一瞬间 vi.闪光，闪现；反射 adj.闪光的，火速的 n.(Flash)人名；(西)弗拉什

184 flashing 1 ['flæʃiŋ] n.闪光；防水板；遮雨板 adj.闪烁的；闪光的

185 follow 1 ['fɔləu] vt.跟随；遵循；追求；密切注意，注视；注意；倾听 vi.跟随；接着 n.跟随；追随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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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foreign 1 ['fɔrin] adj.外国的；外交的；异质的；不相关的

188 formed 1 [fɔ:md] adj.成形的，成形 v.成形加工（form过去时形式）

189 forward 1 ['fɔ:wəd] adj.向前的；早的；迅速的 adv.向前地；向将来 vt.促进；转寄；运送 n.前锋 n.(Forward)人名；(英)福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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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gaining 1 ['geɪnɪŋ] n. 开槽 动词gain的现在分词形式.

192 general 1 adj.一般的，普通的；综合的；大体的 n.一般；将军，上将；常规 n.(General)人名；(英)杰纳勒尔

193 glasses 1 ['glɑːsɪz] n. 眼镜；双筒镜 名词glass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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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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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happens 1 ['hæpən] vi. 发生；碰巧；出现；偶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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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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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hearings 1 n.听力( hearing的名词复数 ); 听觉; 听力所及的距离; 听证会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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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英)海伊

201 hope 1 [həup] n.希望；期望；信心 vt.希望；期望 vi.希望；期待；信赖 n.(Hope)人名；(印)霍普；(法)奥普；(西)奥佩

202 identif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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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inability 1 [,inə'biləti] n.无能力；无才能

204 incidents 1 ['ɪnsɪdənts]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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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interest 1 ['intrist, 'intər-] n.兴趣，爱好；利息；趣味；同行 vt.使……感兴趣；引起……的关心；使……参与

207 interested 1 ['intristid, 'intər-] adj.感兴趣的；有权益的；有成见的 v.使…感兴趣（interest的过去分词）

208 int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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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investigating 1 [ɪn'vestɪɡeɪt] v. 调查；研究

210 investigations 1 [ɪnvestɪ'ɡeɪʃnz] 调查

211 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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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213 judged 1 [dʒʌdʒ] n. 法官；裁判 v. 断定；判断；审判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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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216 lack 1 [læk] vt.缺乏；不足；没有；需要 vi.缺乏；不足；没有 n.缺乏；不足 n.(Lack)人名；(老)拉；(英、法、意、葡、匈)拉
克；(匈)洛克

217 later 1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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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law 1 [lɔ:] n.法律；规律；法治；法学；诉讼；司法界 vi.起诉；控告 vt.控告；对…起诉 n.(Law)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刘；
(英、缅、柬)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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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lawmakers 1 n.立法者(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

221 leads 1 ['ledz] n.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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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ligh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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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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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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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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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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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229 movements 1 ['muːvmənts] n. 动作

230 moves 1 [muːv] n.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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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national 1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233 naval 1 ['neivəl] adj.海军的；军舰的 n.(Naval)人名；(西、德、印)纳瓦尔

234 navy 1 ['neivi] n.海军 深蓝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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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new 1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237 newly 1 ['nju:li] adv.最近；重新；以新的方式

238 night 1 [nait] n.夜晚，晚上；黑暗，黑夜 adj.夜晚的，夜间的

239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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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non 1 [nɔn] adv.非，不 n.投反对票的人，反对票 n.(Non)人名；(柬)嫩；(俄)诺恩

241 noted 1 ['nəutid] adj.著名的；显著的；附有乐谱的 v.注意；记下（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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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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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observ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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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ongoing 1 ['ɔn,gəuiŋ, 'ɔ:n-] adj.不间断的，进行的；前进的 n.前进；行为，举止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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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ordered 1 ['ɔ:dəd] adj.[数]有序的；整齐的；安排好的 v.命令；点餐（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8 origin 1 ['ɔridʒin, 'ɔ:-] n.起源；原点；出身；开端

249 originate 1 [ə'ridʒəneit] vt.引起；创作 vi.发源；发生；起航

250 originated 1 [ə'rɪdʒɪneɪt] v. 发起；开始；起源于；[计算机] 起始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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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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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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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pentagon 1 ['pentəgən] n.五角形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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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possibility 1 [,pɔsə'biləti] n.可能性；可能发生的事物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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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操纵权力的 n.(Power)人名；(英、葡)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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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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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presented 1 ['preznt] n. 礼物；现在 adj. 出席的；现在的；当前的；存在的 v. 提出；赠送；呈现

261 pr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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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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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public 1 ['pʌblik] adj.公众的；政府的；公用的；公立的 n.公众；社会；公共场所 n.(Public)人名；(英)帕布利克

263 recorded 1 [ri'kɔ:did] adj.记录的 v.记录；录音（record的过去分词）

264 relates 1 [rɪ'leɪt] v. 叙述；使有联系；有关联；涉及；符合；发生共鸣

265 release 1 [ri'li:s] vt.释放；发射；让与；允许发表 n.释放；发布；让与

266 remain 1 [ri'mein] vi.保持；依然；留下；剩余；逗留；残存 n.遗迹；剩余物，残骸

267 remains 1 [ri'meinz] n.残余；遗骸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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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republican 1 [ri'pʌblikən] adj.共和国的；共和政体的；共和主义的；拥护共和政体的 n.共和主义者

270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71 rick 1 [rik] vt.把…堆成垛；（英）扭伤 vi.扭伤 n.干草堆；扭伤；人力车 adj.伪装的 n.(Rick)人名；(瑞典)里克；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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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ronald 1 ['rɔnəld] n.罗纳德（男子名）

274 rounded 1 ['raundid] adj.圆形的；全面的；丰满的

275 ruled 1 [ru lː] n. 规则；条例；习惯；统治；直尺 v. 支配；统治；画直线

276 Russia 1 ['rʌʃə] n.俄罗斯

277 Russian 1 ['rʌʃən] adj.俄国的；俄语的 n.俄语；俄国人

278 safety 1 ['seifti] n.安全；保险；安全设备；保险装置；安打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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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Scott 1 [skɔt] n.斯科特（男子名）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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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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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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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sensitive 1 adj.敏感的；感觉的；[仪]灵敏的；感光的；易受伤害的；易受影响的 n.敏感的人；有灵异能力的人

285 shaped 1 [ʃeipt] adj.合适的；成某种形状的；有计划的 vt.发展；成形（shape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

286 shine 1 vi.发出光；反射光，闪耀；出类拔萃，表现突出；露出；照耀；显露；出众 vt.照射，擦亮；把…的光投向；（口）通
过擦拭使…变得有光泽或光 n.光亮，光泽；好天气；擦亮；晴天；擦皮鞋；鬼把戏或诡计 n.（英）夏因（人名）；（日）
新荣（人名）

287 short 1 [ʃɔ:t] adj.短的；不足的；矮的，低的 n.短；缺乏；短路；短裤 adv.不足；突然；唐突地 n.(Short)人名；(英)肖特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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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

289 sighting 1 [saitiŋ] n.瞄准；照准；视线 v.看见（sight的ing形式）

290 since 1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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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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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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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sought 1 [sɔ:t] v.寻找（see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95 sound 1 [saund] vt.听（诊）；测量，测…深；使发声；试探；宣告 n.声音，语音；噪音；海峡；吵闹；听力范围；[医]探条 adj.
健全的，健康的；合理的；可靠的；有效彻底的 adv.彻底地，充分地 vi.听起来；发出声音；回响；测深

296 speeding 1 ['spi:diŋ] n.超速行驶 adj.高速行驶的 v.促进（speed的ing形式）

297 still 1 [stil] adv.仍然；更；静止地 adj.静止的，不动的；寂静的，平静的；不起泡的 n.寂静；剧照；蒸馏室 conj.仍然；但是；尽
管如此 vt.蒸馏；使…静止；使…平静下来 vi.静止；平静；蒸馏 n.(Still)人名；(英、芬、瑞典)斯蒂尔；(德)施蒂尔

298 subject 1 ['sʌbdʒikt, -dʒe-, səb'dʒekt] n.主题；科目；[语]主语；国民 adj.服从的；易患…的；受制于…的 vt.使…隶属；使屈从于…

299 suddenly 1 ['sʌdnli] adv.突然地；忽然

300 suggesting 1 [sə'dʒest] vt. 建议；暗示；使想起；表明；要求

301 team 1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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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terrestrial 1 [ti'restriəl, tə-] adj.地球的；陆地的，[生物]陆生的；人间的 n.陆地生物；地球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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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threats 1 [θret] n. 威胁；恐吓；凶兆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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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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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310 traditional 1 [trə'diʃənəl] adj.传统的；惯例的

311 triangle 1 ['traiæŋgl] n.三角（形）；三角关系；三角形之物；三人一组

312 true 1 [tru:] adj.真实的；正确的 adv.真实地；准确地 n.真实；准确 vt.装准 n.(TRUE)人名；(英)特鲁

313 truth 1 [tru:θ] n.真理；事实；诚实；实质

314 UFOs 1 abbr.不明飞行物（UnidentifiedFlyingObjects）

315 undersecretary 1 [,ʌndə'sekrətri] n.副部长；次长

316 understand 1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317 understanding 1 [,ʌndə'stændiŋ] n.谅解，理解；理解力；协议 adj.了解的；聪明的；有理解力的 v.理解；明白（understand的ing
形式）

318 unresolved 1 英 [ˌʌnrɪ'zɒlvd] 美 [ˌʌnrɪ'zɑ lːvd] adj. 未解决的；不坚决的；未分解的

319 urge 1 [ə:dʒ] vt.力劝，催促；驱策，推进 n.强烈的欲望，迫切要求；推动力 vi.强烈要求

320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321 videos 1 英 ['vɪdiəʊ] 美 ['vɪdioʊ] n. 录像；视频 v. 录制电视节目 adj. 视频的；录像的

322 vision 1 n.视力；美景；眼力；幻象；想象力；幻视（漫威漫画旗下超级英雄） vt.想象；显现；梦见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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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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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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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weapon 1 ['wepən] n.武器，兵器

327 weapons 1 n.武器（weapon的复数）；武装切换；斗争工具 v.武装（weapon的第三人称单数）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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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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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31 window 1 ['windəu] n.窗；窗口；窗户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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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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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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