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6-06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ientists Use Technology Tool
to Discover New Asteroid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22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to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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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nd 18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5 asteroid 15 ['æstərɔid] n.[天]小行星；[无脊椎]海盘车；小游星 adj.星状的

6 asteroids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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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i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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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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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tool 9 [tu:l] n.工具，用具；器械，机床；手段 vi.使用工具；用机床装备工厂 vt.用工具给……加工

11 an 6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2 discovery 6 [dis'kʌvəri] n.发现，发觉；被发现的事物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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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institute 6 ['institjut, -tu:t] vt.开始（调查）；制定；创立；提起（诉讼） n.学会，协会；学院

15 new 6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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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o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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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based 5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19 for 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20 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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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nasa 5 ['næsə; 'nei-] abbr.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 n.(Nasa)人名；(塞)纳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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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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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discoveries 4 [dɪ'skʌvəri] n. 发现；发现物

25 eart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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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google 4 [gu:gl] 谷歌；谷歌搜索引擎

27 images 4 ['ɪmɪdʒ] n. 印象；形象；影像；图像；肖像 vt. 反映；想像；描绘

28 its 4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29 not 4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30 our 4 ['auə, ɑ:] pron.我们的

31 planet 4 ['plænit] n.行星 n.(Planet)人名；(法)普拉内；(西、葡)普拉内特

32 searc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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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system 4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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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algorithm 3 ['ælgəriðəm] n.[计][数]算法，运算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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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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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astronomy 3 [ə'strɔnəmi] n.天文学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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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computing 3 [kəm'pju:tiŋ] n.计算；处理；从事电脑工作 v.计算（compute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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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discover 3 [dis'kʌvə] vt.发现；发觉 vi.发现

42 Lu 3 abbr.手太阴肺经 n.(Lu)人名；(缅、柬)卢

43 method 3 ['meθəd] n.方法；条理；类函数 adj.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

44 near 3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45 objects 3 ['ɒbjekts] n. 目标；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

46 researchers 3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47 sai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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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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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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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51 tracking 3 ['trækiŋ] n.追踪，跟踪 v.跟踪（track的ing形式）

52 uses 3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53 Adam 2 ['ædəm] n.亚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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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aims 2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56 always 2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57 American 2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58 archive 2 ['ɑ:kaiv] n.档案馆；档案文件 vt.把…存档

59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60 becoming 2 [bi'kʌmiŋ] adj.合适的，适当的 n.（变化过程的）形成，发生

61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62 calculate 2 ['kælkjuleit] vi.计算；以为；作打算 vt.计算；预测；认为；打算

63 catalog 2 ['kætəlɔg] n.[图情][计]目录；登记 vt.登记；为…编目录 vi.编目录；按确定价格收入目录（等于catalogue）

64 cloud 2 [klaud] n.云；阴云；云状物；一大群；黑斑 vt.使混乱；以云遮敝；使忧郁；玷污 vi.阴沉；乌云密布 n.(Cloud)人名；(法)
克卢；(英)克劳德

65 collection 2 [kə'lekʃən] n.采集，聚集；[税收]征收；收藏品；募捐

66 consistent 2 [kən'sistənt] adj.始终如一的，一致的；坚持的

67 could 2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68 crucial 2 ['kru:ʃəl] adj.重要的；决定性的；定局的；决断的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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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director 2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71 discoverable 2 [dis'kʌvərəbəl] adj.发现的；显露的；泄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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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fi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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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foundation 2 [faun'deiʃən] n.基础；地基；基金会；根据；创立

75 future 2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76 his 2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77 internation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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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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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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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ate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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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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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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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orbit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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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organization 2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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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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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pl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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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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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projec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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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recognize 2 ['rekəgnaiz] vt.认出，识别；承认 vi.确认，承认；具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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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someth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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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source 2 [sɔ:s] n.来源；水源；原始资料 n.(Source)人名；(法)苏尔斯

94 space 2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95 spacecraft 2 ['speiskrɑ:ft, -kræft] n.[航]宇宙飞船，航天器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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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supported 2 [sə'pɔː tɪd] adj.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98 technology 2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99 telescope 2 ['teliskəup] vt.压缩；使套叠 vi.套叠；变短 n.望远镜；缩叠式旅行袋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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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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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together 2 [tə'geðə] adv.一起；同时；相互；连续地；总共 adj.新潮的；情绪稳定的，做事有效率的

103 trac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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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university 2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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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07 Washington 2 ['wɔʃiŋtən] n.华盛顿（美国州名，美国城市名，美国第一任总统，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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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110 w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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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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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ab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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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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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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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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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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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amount 1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119 analysis 1 [ə'næləsis] n.分析；分解；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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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announcement 1 [ə'naunsmənt] n.公告；宣告；发表；通告

122 announcing 1 [ə'naʊnsɪŋ] n. 宣布 动词announce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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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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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ied 1 [ə'plaid] adj.应用的；实用的 v.应用；实施（apply的过去分词）；敷上

126 Arizona 1 [,æri'zəunə] n.美国亚利桑那州

127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128 astronaut 1 ['æstrənɔ:t] n.宇航员，航天员；太空旅行者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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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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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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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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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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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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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beginning 1 [bi'giniŋ] n.开始；起点 v.开始；创建（begin的ing形式）

135 behaving 1 [bɪ'heɪv] v. 表现；行为；举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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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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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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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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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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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142 catalogue 1 ['kætəlɔg] n.目录；（美）大学情况一览 vt.把…编入目录

143 combine 1 [kəm'bain] vt.使化合；使联合，使结合 vi.联合，结合；化合 n.联合收割机；联合企业

144 combined 1 [kəm'baind] adj.结合的；[数]组合的 v.使结合；联合（combine的过去分词）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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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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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company 1 ['kʌmp(ə)ni] n.公司；陪伴，同伴；连队 vi.交往 vt.陪伴 n.(Company)人名；(西)孔帕尼；(英)康帕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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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computational 1 [kəmpju:'teiʃənəl] adj.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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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confirm 1 [kən'fə:m] vt.确认；确定；证实；批准；使巩固

152 cooperated 1 英 [kəʊ'ɒpəreɪt] 美 [koʊ'ɑːpəreɪt] vi. 合作；协力；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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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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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defensive 1 [di'fensiv] adj.自卫的；防御用的 n.防御；守势

156 demonstrate 1 ['demənstreit] vt.证明；展示；论证 vi.示威

157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158 discovering 1 v.发现；使被知晓（discover的ing形式）

159 documents 1 英 ['dɒkjumənt] 美 ['dɑːkjumənt] n. 文件；公文；文档 vt. 记载；(用文件等)证明

160 dream 1 [dri:m] vi.梦想；做梦，梦见；想到 n.梦想，愿望；梦 vt.梦想；做梦；想到 adj.梦的；理想的；不切实际的

161 dreamed 1 [dri:md] 梦想，幻想（dream的过去分词）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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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d 1 [ed] abbr.Edmund，Edward，Edwin等的昵称

164 enabling 1 [en'eibliŋ] adj.授权的 v.使能够；授权给（enable的现在分词）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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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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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168 examination 1 [ig,zæmi'neiʃən] n.考试；检查；查问

169 explains 1 [ɪk'spleɪn] v. 说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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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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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finding 1 ['faindiŋ] n.发现；裁决；发现物 v.找到；感到（find的ing形式）；遇到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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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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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former 1 ['fɔ:mə] adj.从前的，前者的；前任的 n.模型，样板；起形成作用的人 n.(Former)人名；(法)福尔梅；(德、捷)福尔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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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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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nd 1 n.地面；土地；范围；战场;根据 vt.使接触地面；打基础；使搁浅 vi.着陆；搁浅 adj.土地的；地面上的；磨碎的；磨
过的 v.研磨（grind的过去分词）；压迫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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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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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ha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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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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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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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historical 1 [his'tɔrikəl] adj.历史的；史学的；基于史实的

184 historically 1 [his'tɔrikəli] adv.历史上地；从历史观点上说

185 hopes 1 英 [həʊps] 美 [hoʊps] n.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

186 identifications 1 n.鉴定( identification的名词复数 ); 验明; 身份证明; 认同

187 identified 1 [aɪ'dentɪfaɪd] adj.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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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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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image 1 ['imidʒ] n.影像；想象；肖像；偶像 vt.想象；反映；象征；作…的像 n.(Image)人名；(法)伊马热

191 impac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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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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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importance 1 [im'pɔ:təns] n.价值；重要；重大；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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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96 instrumentation 1 [,instrumen'teiʃən, ,instrə-] n.使用仪器；乐器法；仪表化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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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Joachim 1 n.约阿希姆（姓氏）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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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kept 1 [kept] adj.受人资助控制的 v.保持；维持；保管（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1 la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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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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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le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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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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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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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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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link 1 [liŋk] n.[计]链环，环节；联系，关系 vt.连接，连结；联合，结合 vi.连接起来；联系在一起；将人或物连接或联系起来 n.
(Link)人名；(英、德、塞、捷、匈、瑞典)林克

208 listing 1 ['listiŋ] n.列表，清单 v.列表（list的现在分词） n.(Listing)人名；(德)利斯廷

209 made 1 [meid] adj.成功的；创造的 v.做，使，安排（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ade)人名；(塞)马德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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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making 1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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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mapping 1 ['mæpiŋ] v.绘图；筹划（map的ing形式） n.地图；绘图；[数]映像

214 mathematics 1 [,mæθə'mætiks] n.数学；数学运算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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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mind 1 [maind] n.理智，精神；意见；智力；记忆力 vt.介意；专心于；照料 vi.介意；注意

217 minor 1 adj.未成年的；次要的；较小的；小调的；二流的 n.未成年人；小调；辅修科目 vi.辅修 n.(Minor)人名；(英)迈纳；
(德、法、波、俄)米诺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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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movements 1 ['muːvmənts] n. 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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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221 necessary 1 ['nesisəri] adj.必要的；必需的；必然的 n.必需品 n.(Necessary)人名；(英)内塞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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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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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November 1 [nəu'vembə] n.十一月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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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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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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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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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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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officially 1 [ə'fiʃəli] adv.正式地；官方地；作为公务员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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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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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optical 1 ['ɔptikəl] adj.光学的；眼睛的，视觉的

234 organizations 1 [ˌɔː ɡənaɪ'zeɪʃnz] n. 组织机构（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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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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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penberthy 1 n. 彭伯西

238 points 1 [英[pɒɪnts] 美[pɔints]] n.点；目的（point的复数）；见解 v.指引；瞄准（point的第三人称单数） n.(Points)人名；(英)波因
茨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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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powerful 1 ['pauəful] adj.强大的；强有力的 adv.很；非常

241 praised 1 [preɪz] vt. 赞美；称赞 n. 赞美；称赞；崇拜 vi. 赞美

242 predict 1 [pri'dikt] vt.预报，预言；预知 vi.作出预言；作预料，作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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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fit 1 ['prɔfit] n.利润；利益 vi.获利；有益 vt.有益于 n.(Profit)人名；(法)普罗菲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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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protecting 1 [prə'tektiŋ] adj.保护的；防护的 v.保护；防护（protect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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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reality 1 [ri'æləti, ri:-] n.现实；实际；真实

249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50 recognized 1 ['rekəɡnaɪzd] adj. 公认的；经过验证的 动词recogn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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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registering 1 ['redʒistəriŋ] adj.登记的；套版 vt.登记，注册；记录（register的现在分词）；寄存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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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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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responsible 1 [ri'spɔnsəbl] adj.负责的，可靠的；有责任的

256 result 1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257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258 rocky 1 ['rɔki] adj.岩石的，多岩石的；坚如岩石的；摇晃的；头晕目眩的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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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61 Scott 1 [skɔt] n.斯科特（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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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searched 1 ['sɜ tːʃt] 动词search的过去式，动词search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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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sent 1 [sent] v.送，寄出（send的过去分词） n.(Sent)人名；(德)森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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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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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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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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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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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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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strikes 1 [straɪk] n. 罢工；打击；殴打 v. 打；撞；罢工；划燃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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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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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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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一…就（用于nosooner等之后） prep.比；超过 n.(Than)人名；(老、柬、德)坦；(缅)丹

276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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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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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280 threaten 1 ['θretən] vt.威胁；恐吓；预示 vi.威胁；可能来临

281 threats 1 [θret] n. 威胁；恐吓；凶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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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tools 1 [tu lː] n. 工具，用具（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器具

284 trained 1 [treɪnd] adj. 训练过的 动词tr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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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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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us 1 pron.我们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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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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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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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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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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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website 1 ['websaɪt] n. 网站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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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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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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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window 1 ['windəu] n.窗；窗口；窗户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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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worked 1 [wə:kt] adj.处理过的；制造好的；耕种过的 v.工作（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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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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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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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