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6-17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echnology Company
Launches Airship Over New Mexico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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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14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4 is 10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5 of 1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6 for 9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7 i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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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rship 8 ['εəʃip] n.飞艇

9 compan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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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h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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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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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could 5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13 earth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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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Mexico 5 ['meksikəu] n.墨西哥

15 new 5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6 sai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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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p 5 [ʃip] vt.运送，乘船；以船运送 vi.上船；乘船旅行；当船员 n.船；舰；太空船 n.(Ship)人名；(中)摄(广东话·威妥玛)

18 stratosphere 5 ['strætəu,sfiə, 'strei-] n.同温层；最上层；最高阶段

19 technology 5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20 test 5 [test] n.试验；检验 vt.试验；测试 vi.试验；测试 n.(Test)人名；(英)特斯特

21 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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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th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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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b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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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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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n.(About)人名；(法)阿布

25 above 3 [ə'bʌv] prep.超过；在……上面；在……之上 adv.在上面；在上文 adj.上文的 n.上文

26 airships 3 飞艇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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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data 3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29 eight 3 [eit] num.八；八个；第八 adj.八的 n.八字形

30 equipment 3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31 its 3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32 nasa 3 ['næsə; 'nei-] abbr.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 n.(Nasa)人名；(塞)纳莎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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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pollution 3 [pə:'lju:ʃən] n.污染 污染物

35 stay 3 [stei] vi.停留；坚持；暂住；停下 vt.坚持；暂住；抑制 n.逗留；停止；支柱

36 surfa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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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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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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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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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40 wi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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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with 3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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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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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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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based 2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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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arry 2 ['kæri] vt.拿，扛；携带；支持；搬运 vi.能达到；被携带；被搬运 n.运载；[计]进位；射程 n.(Carry)人名；(英)卡里

48 dan 2 [dæn] n.段（围棋、柔道、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浮标

49 frandsen 2 弗兰德森

50 friedell 2 n. 弗里德尔

51 from 2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52 heavy 2 adj.沉重的；繁重的，巨大的；拥挤的；阴沉的 n.重物；严肃角色 adv.大量地；笨重地

53 hopes 2 英 [həʊps] 美 [hoʊps] n.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

54 hours 2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55 Internet 2 ['intənet] n.因特网

56 kilometers 2 n. 千米，公里（kilometer复数形式）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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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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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long 2 n.长时间；[语]长音节；（服装的）长尺寸；长裤 adj.长的；过长的；做多头的；长时间的；冗长的，长音 vi.渴望；热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60 longer 2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61 months 2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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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potential 2 [pəu'tenʃəl] n.潜能；可能性；[电]电势 adj.潜在的；可能的；势的

64 sola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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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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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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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th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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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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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threats 2 [θret] n. 威胁；恐吓；凶兆

70 vestergaard 2 韦斯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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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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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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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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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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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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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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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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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atmosphere 1 n.气氛；大气；空气

82 available 1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83 batteries 1 ['bætərɪz] n. 电池 名词battery 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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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becoming 1 [bi'kʌmiŋ] adj.合适的，适当的 n.（变化过程的）形成，发生

85 begins 1 [bɪ'ɡɪn] v. 开始；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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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believes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88 bouncing 1 ['baunsiŋ] adj.跳跃的；巨大的；活泼的 v.弹跳（bounce的ing形式）

89 businessman 1 ['biznismæn] n.商人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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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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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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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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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capable 1 ['keipəbl] adj.能干的，能胜任的；有才华的

95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96 chief 1 [tʃi:f] n.首领；酋长；主要部分 adj.首席的；主要的；主任的 adv.主要地；首要地

97 climate 1 ['klaimit] n.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98 closer 1 ['kləuzə] adj.靠近的 n.[自]闭合器；最后的节目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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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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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companies 1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102 connectivity 1 n.[数]连通性 n.互联互通

103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104 crew 1 [kru:] n.队，组；全体人员，全体船员 vi.一起工作 vt.使当船员 n.(Crew)人名；(英、西)克鲁

105 Danish 1 ['deiniʃ] adj.丹麦的；丹麦人的；丹麦语（文）的 n.丹麦语

106 David 1 ['deivid] n.大卫；戴维（男子名）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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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department 1 [di'pɑ:tmənt] n.部；部门；系；科；局

109 desert 1 ['dezət] vt.遗弃；放弃；逃跑 vi.遗弃；开小差；逃掉 n.沙漠；荒原；应得的赏罚 adj.沙漠的；荒凉的；不毛的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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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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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direction 1 [di'rekʃən, dai-] n.方向；指导；趋势；用法说明

113 discovery 1 [dis'kʌvəri] n.发现，发觉；被发现的事物

114 does 1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115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116 economic 1 [,i:kə'nɔmik] adj.经济的，经济上的；经济学的

117 electricity 1 [,ilek'trisəti] n.电力；电流；强烈的紧张情绪

118 ends 1 ['endz] n. 结束；结局 名词end的复数形式.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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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nvironmental 1 [in,vaiərən'mentəl] adj.环境的，周围的；有关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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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traordinary 1 adj.非凡的；特别的；离奇的；特派的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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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filled 1 [fild] adj.满的；装满的；加满的

125 flat 1 adj.平的；单调的；不景气的；干脆的；平坦的；扁平的；浅的 adv.（尤指贴着另一表面）平直地；断然地；水平地；直
接地，完全地 n.平地；公寓；平面 vt.使变平；[音乐]使（音调）下降，尤指降半音 vi.逐渐变平；[音乐]以降调唱（或奏）
n.（法）弗拉特（人名）；（英）弗莱特（人名）

126 g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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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gather 1 ['gæðə] vt.收集；收割；使…聚集；使…皱起 vi.聚集；化脓；皱起 n.聚集；衣褶；收获量 n.(Gather)人名；(德)加特

128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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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government 1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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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head 1 [hed] n.头；头痛；上端；最前的部分；理解力 vt.前进；用头顶；作为…的首领；站在…的前头；给…加标题 vi.出发；
成头状物；船驶往 adj.头的；主要的；在顶端的 n.(Head)人名；(英)黑德

132 helium 1 ['hi:liəm] n.[化学]氦（符号为He，2号元素）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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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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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hitting 1 [hɪtɪŋ] n. 命中 动词hit的现在分词形式.

136 holds 1 英 [həʊldz] 美 [hoʊldz] n. 货舱；船舱 名词hol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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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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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industrial 1 [in'dʌstriəl] adj.工业的，产业的；从事工业的；供工业用的；来自勤劳的 n.工业股票；工业工人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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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investors 1 [ɪn'vestəz] 投资者

142 jet 1 [dʒet] n.喷射，喷嘴；喷气式飞机；黑玉 adj.墨黑的 vt.射出 vi.射出；[航]乘喷气式飞机

143 Kim 1 [kim] n.金姆（人名）

144 lab 1 [læb] n.实验室，研究室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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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launches 1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147 layer 1 n.层，层次；膜；[植]压条；放置者，计划者 vt.把…分层堆放；借助压条法；生根繁殖；将（头发）剪成不同层次 vi.
形成或分成层次；[植]通过压条法而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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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lithium 1 ['liθiəm] n.锂（符号Li）

150 loo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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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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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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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means 1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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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methane 1 ['mi:θein] n.[有化]甲烷；[能源]沼气

156 Mikkel 1 米克尔

157 milestone 1 ['mailstəun] n.里程碑，划时代的事件 n.(Milestone)人名；(英)迈尔斯通

158 moment 1 n.片刻，瞬间，时刻；重要，契机 n.(Moment)人名；(英)莫门特

159 morning 1 ['mɔ:niŋ] n.早晨；黎明；初期

160 moving 1 ['mu:viŋ] adj.移动的；动人的；活动的 v.移动（move的ing形式）

161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62 next 1 [nekst] adv.然后；下次；其次 adj.下一个的；其次的；贴近的 n.下一个 prep.靠近；居于…之后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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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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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off 1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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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68 o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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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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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panel 1 ['pænl] n.仪表板；嵌板；座谈小组，全体陪审员 vt.嵌镶板 n.(Panel)人名；(英、法)帕内尔

171 panels 1 ['pænl] n. 嵌板；仪表盘；面板；座谈小组；陪审团 v. 嵌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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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173 piece 1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174 pleased 1 [pli:zd] adj.高兴的；喜欢的；乐意做某事 v.满意；愿意（please的过去分词形式）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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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propulsion 1 [prəu'pʌlʃən] n.推进；推进力

177 protection 1 [prəu'tekʃən] n.保护；防卫；护照

178 provide 1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179 purchase 1 ['pə:tʃəs] n.购买；紧握；起重装置 vt.购买；赢得 vi.购买东西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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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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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reflect 1 vt.反映；反射，照出；表达；显示;反省 vi.反射，映现；深思

183 reflects 1 [rɪ'flekt] v. 反映；反射；反省；归咎；显示

184 related 1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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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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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reporting 1 英 [rɪ'pɔː tɪŋ] 美 [rɪ'pɔː rtɪŋ] n. 报告 adj.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

188 reproduce 1 [,ri:prə'dju:s] vt.复制；再生；生殖；使…在脑海中重现 vi.复制；繁殖

189 researchers 1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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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rise 1 [raiz, rais] vi.上升；增强；起立；高耸 vt.使…飞起；使…浮上水面 n.上升；高地；增加；出现

192 Roswell 1 ['rɔzwel] n.罗斯威尔（美国新墨西哥州城市）

193 runs 1 [rʌnz] n.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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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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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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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sell 1 [sel] vt.销售；推销；出卖；欺骗 vi.卖；出售；受欢迎；有销路 n.销售；失望；推销术 n.(Sell)人名；(德)泽尔；(英、芬、
瑞典)塞尔

198 ships 1 [ʃɪps] n. 船舶 名词ship的复数形式.

199 space 1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200 special 1 ['speʃəl] n.特使，特派人员；特刊；特色菜；专车；特价商品 adj.特别的；专门的，专用的

201 started 1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2 stratospheric 1 [ˌstrætə'sferɪk] adj. 平流层的；同温层的；极高的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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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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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successful 1 [sək'sesful] adj.成功的；一帆风顺的

206 successfully 1 [sək'sesfəli] adv.成功地；顺利地

207 suggestion 1 [səg'dʒestʃən] n.建议；示意；微量，细微的迹象

208 sulfur 1 ['sʌlfə] vt.用硫磺处理 n.硫磺；硫磺色

209 takes 1 [teɪk] v. 拿；取；执行；需要；接受；理解；修(课程)；花费；吃（喝）；认为；搭乘 n. 拿取；取得物

210 think 1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211 Tuesday 1 ['tju:zdi; -dei] n.星期二

212 upper 1 ['ʌpə] adj.上面的，上部的；较高的 n.(Upper)人名；(英)厄珀

213 us 1 pron.我们

214 uses 1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215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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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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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VOA 1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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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Wednesday 1 ['wenzdi; -dei] n.星期三

220 week 1 [wi:k] n.周，星期

221 whether 1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222 wildfire 1 ['waildfaiə] n.火灾；磷火，鬼火；散布极快的事物

223 wildlife 1 ['waildlaif] n.野生动植物 adj.野生动植物的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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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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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working 1 ['wə:kiŋ] adj.工作的；操作的；可行的 n.工作；活动；制作；操纵 v.工作；影响；受雇用（work的ing形式） n.
(Working)人名；(英)沃金

227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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