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8-30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gine Problem Delays NASA
Moon Rocket Launch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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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ccount 1 n.账户；解释；账目，账单；理由；描述 vi.解释；导致；报账 vt.认为；把…视为

3 actual 1 ['æktʃuəl] adj.真实的，实际的；现行的，目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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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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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gency 3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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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ircraft 1 ['εəkrɑ:ft] n.飞机，航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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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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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2 and 8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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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pollo 1 [ə'pɔləu] n.阿波罗（太阳神）；美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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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rtemis 5 ['ɑ:timis] n.阿耳特弥斯（月亮与狩猎的女神）

17 artificial 1 [,ɑ:ti'fiʃəl] adj.人造的；仿造的；虚伪的；非原产地的；武断的

18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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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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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stronauts 7 ['æstrənɔː ts] n. 宇航员 名词astronaut的复数.

21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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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tmosphere 1 n.气氛；大气；空气

23 base 1 [beis] n.基础；底部；垒 adj.卑鄙的；低劣的 vt.以…作基础 n.(Base)人名；(日)马濑(姓)

24 be 6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5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26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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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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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beyond 1 [bi'jɔnd] prep.超过；越过；那一边；在...较远的一边 adv.在远处；在更远处 n.远处

30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31 built 2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32 b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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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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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calling 1 ['kɔ:liŋ] n.职业；欲望；点名；召集；邀请 v.召；呼唤（call的现在分词）；称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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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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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canaveral 1 卡纳维拉尔（角）

38 cape 1 [keip] n.[地理]海角，岬；披肩 n.(Cape)人名；(塞)察佩；(英)凯普

39 capsule 4 ['kæpsju:l] n.胶囊；[植]蒴果；太空舱；小容器 adj.压缩的；概要的 vt.压缩；简述

40 carries 1 ['kæri] v. 携带；运送；搬运；带有；传播；承载 n. 【计】进位；运载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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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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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causing 1 [kɔː z] vt. 引起；使发生 n. 原因；理由；事业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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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close 1 [kləuz] adj.紧密的；亲密的；亲近的 vt.关；结束；使靠近 vi.关；结束；关闭 adv.紧密地 n.结束 n.(Close)人名；(西)克洛
塞；(英、法)克洛斯

45 color 1 ['kʌlə] n.颜色；肤色；颜料；脸色 vt.粉饰；给...涂颜色；歪曲 vi.变色；获得颜色

46 comment 3 n.评论；意见；批评；描述 vt.发表评论；发表意见 vi.为…作评语 n.(Comment)人名；(德)科门特；(法)科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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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communication 2 n.通讯，[通信]通信；交流；信函

49 connected 1 [kə'nektid] adj.[计]连接的；有联系的；连贯的 v.连接（connect的过去式）

50 continuing 1 [kən'tɪnjuɪŋ] adj. 连续的；持续的；不间断的 动词continue的现在分词.

51 controllers 1 [kənt'rəʊləz] 控制器

52 cooling 1 ['ku:liŋ] adj.冷却的 n.冷却 n.(Cooling)人名；(英)库林

53 costly 1 ['kɔstli] adj.昂贵的；代价高的 n.(Costly)人名；(英)科斯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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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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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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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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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delay 1 [di'lei] vi.延期；耽搁 vt.延期；耽搁 n.延期；耽搁；被耽搁或推迟的时间 n.(Delay)人名；(英)迪莱；(法)德莱

59 delays 2 [dɪ'leɪ] v. 耽搁；推迟；延误 n. 耽搁；延期；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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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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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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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difficulties 1 ['dɪfɪkəlti] n. 困难；争议；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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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distant 1 adj.遥远的；冷漠的；远隔的；不友好的，冷淡的

66 d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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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during 3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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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arlier 1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70 eart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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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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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ngine 2 ['endʒin] n.引擎，发动机；机车，火车头；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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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ngines 2 ['endʒɪn] n. 发动机；引擎；机车；火车头 vt. 给 ... 装引擎

75 Englis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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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nter 1 ['entə] vt.进入；开始；参加 vi.参加，登场；进去 n.[计]输入；回车 n.(Enter)人名；(英)恩特

77 establishing 1 [ɪ'stæblɪʃ] v. 建立；确立；创办；安顿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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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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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pected 3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81 experienced 1 [ik'spiəriənst] adj.老练的，熟练的；富有经验的

82 fa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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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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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firs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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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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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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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Florida 1 ['flɔridə] n.佛罗里达（美国东南部的州）

87 fly 1 [flai] vi.飞；驾驶飞机；飘扬 vt.飞行；飞越；使飘扬 n.飞行；苍蝇；两翼昆虫 adj.敏捷的 n.(Fly)人名；(法)弗利；(英)弗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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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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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four 1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91 Friday 1 ['fraidi] n.星期五

92 from 4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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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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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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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h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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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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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99 here 2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100 hit 1 [hit] vt.打击；袭击；碰撞；偶然发现；伤…的感情 vi.打；打击；碰撞；偶然碰上 n.打；打击；（演出等）成功；讽刺

101 hour 1 ['auə] n.小时；钟头；课时；…点钟 n.(Hour)人名；(法)乌尔；(柬)胡

102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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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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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06 i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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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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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110 involving 2 [ɪn'vɒlvɪŋ] adj.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

111 is 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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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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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Kennedy 1 ['kenidi] n.肯尼迪（姓氏，美国第35任总统）

115 kilometers 6 n. 千米，公里（kilometer复数形式）

116 land 2 [lænd] n.国土；陆地；地面 vt.使…登陆；使…陷于；将…卸下 vi.登陆；到达 n.(Land)人名；(英、德、葡、瑞典)兰德

117 landing 2 ['lændiŋ] n.登陆；码头；楼梯平台 v.登陆（land的ing形式） n.(Landing)人名；(冈、瑞典、塞内)兰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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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late 1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120 launch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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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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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learning 2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23 liftoff 1 ['liftɔf] n.发射；起飞时刻；搬走

124 lines 1 [laɪnz] n. (剧本中的)台词；诗歌；线条；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

125 linked 1 [liŋkt] adj.连接的；联合的；显示连环遗传的 v.连接；串联（link的过去分词）

126 lo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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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28 mai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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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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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129 mannequin 1 ['mænikin] n.人体模型；服装模特儿 n.(Mannequin)人名；(法)马内坎

130 mannequins 1 n. 模特儿；人体模型（mannequin的复数）

131 Mars 1 [mɑ:z] n.战神；[天]火星

132 measure 1 ['meʒə] n.测量；措施；程度；尺寸 vt.测量；估量；权衡 vi.测量；估量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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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minutes 1 ['mɪnɪts] n. 分钟；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

135 mission 7 ['miʃən] n.使命，任务；代表团；布道 vt.派遣；向……传教

136 Monday 2 ['mʌndi] n.星期一

137 moon 10 [mu:n] n.月亮；月球；月光；卫星 vi.闲荡；出神 vt.虚度 n.(Moon)人名；(瑞典)莫恩；(柬)蒙；(英)穆恩；(缅)孟

138 mo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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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morning 1 ['mɔ:niŋ] n.早晨；黎明；初期

140 mo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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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movements 1 ['muːvmənts] n. 动作

142 nasa 12 ['næsə; 'nei-] abbr.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 n.(Nasa)人名；(塞)纳莎

143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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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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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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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ocean 1 ['əuʃən] n.海洋；大量；广阔 n.(Ocean)人名；(罗)奥切安

149 of 1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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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officials 2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152 O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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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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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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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orb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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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Orion 7 [ə'raiən; ɔ:-] n.猎户星座；俄里翁（希腊神话人物）

157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58 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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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pacific 1 adj.和平的；温和的；平静的 n.太平洋 adj.太平洋的

160 parachute 1 ['pærə,ʃu:t] n.降落伞 vi.跳伞 空投

161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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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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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per 1 [强pə:, 弱pə] prep.每；经；按照；每一 n.(Per)人名；(德、挪、丹、瑞典)佩尔

164 perform 1 [pə'fɔ:m] vt.执行；完成；演奏 vi.执行，机器运转；表演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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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placed 1 [pleɪst] adj. 名列前茅的（多指赛马）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7 point 1 [pɔint] n.要点；得分；标点；[机]尖端 vt.指向；弄尖；加标点于 vi.表明；指向 n.(Point)人名；(法)普安

168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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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postponed 1 英 [ˌpəʊst'pəʊnd] 美 [ˌpoʊst'poʊnd] adj. 延期的；缓办的 动词postpo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1 powerful 1 ['pauəful] adj.强大的；强有力的 adv.很；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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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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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problem 5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174 problems 1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175 production 1 [prəu'dʌkʃən] n.成果；产品；生产；作品

176 progra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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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purpose 1 ['pə:pəs] n.目的；用途；意志 vt.决心；企图；打算

178 put 1 [put] vt.放；表达；移动；安置；赋予 vi.出发；击；航行；发芽 n.掷；笨蛋；投击；怪人 adj.固定不动的 n.(Put)人名；
(泰、缅)布

179 radiation 1 n.辐射；放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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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lies 1 [rɪ'plaɪ] v. 回答；答复；回应 n. 回答；答复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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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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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return 1 [ri'tə:n] vt.返回；报答 vi.返回；报答 n.返回；归还；回球 adj.报答的；回程的；返回的

185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86 rocket 6 ['rɔkit] vi.飞驰，飞快地移动；迅速增加 n.火箭 vt.用火箭运载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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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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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seeks 1 [siː k] vt. 寻求；追求；试图 vi. 寻找

190 sensors 1 ['sensəz] 传感器

191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192 series 2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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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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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site 1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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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sls 5 n. 设定位置组号(位置组号设定与转移；旁瓣抑制)

198 solved 1 英 [sɒlv] 美 [sɑ lːv] v. 解决；解答

199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200 space 3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201 spacecraft 6 ['speiskrɑ:ft, -kræft] n.[航]宇宙飞船，航天器

202 specific 1 [spi'sifik] adj.特殊的，特定的；明确的；详细的；[药]具有特效的 n.特性；细节；特效药

203 sto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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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Sunday 1 ['sʌndei] n.星期日；礼拜日

205 system 3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06 take 1 vt.拿，取；采取；接受（礼物等）；买，花费；耗费（时间等） vi.拿；获得 n.捕获量；看法；利益，盈益；（入场券
的）售得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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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temperature 1 n.温度；体温；气温；发烧

209 ter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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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test 3 [test] n.试验；检验 vt.试验；测试 vi.试验；测试 n.(Test)人名；(英)特斯特

211 tests 1 [test] n. 考验；试验；测试 vt. 试验；测试；接受测验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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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th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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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the 4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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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them 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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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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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thi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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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221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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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to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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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travel 1 ['trævəl] vi.旅行；行进；步行；交往 vt.经过；在…旅行 n.旅行；游历；漫游

225 traveled 1 ['trævəld] adj.富有旅行经验的；旅客多的；旅客使用的 v.旅行（travel的过去分词）

226 tri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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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under 1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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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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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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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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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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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website 1 ['websaɪt] n. 网站

235 week 1 [wi:k] n.周，星期

236 Weeks 1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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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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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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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241 wil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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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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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woman 1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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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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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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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you 4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49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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