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9-19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SA Makes Final
Preparations to Crash Spacecraft into Asteroid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7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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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teroid 17 ['æstərɔid] n.[天]小行星；[无脊椎]海盘车；小游星 adj.星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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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spacecraft 13 ['speiskrɑ:ft, -kræft] n.[航]宇宙飞船，航天器

7 will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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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nd 11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9 i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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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crash 9 [kræʃ] n.撞碎；坠毁；破产；轰隆声；睡觉 vi.摔碎；坠落；发出隆隆声；(金融企业等)破产 vt.打碎；使坠毁、撞坏；擅
自闯入

11 nasa 9 ['næsə; 'nei-] abbr.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 n.(Nasa)人名；(塞)纳莎

12 b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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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dart 8 [英 [dɑ:t] 美 [dɑrt]] vt.投掷，投射；使迅速突然移动 vi.向前冲，飞奔 n.飞镖，标枪；急驰，飞奔；（虫的）螯；飞快的移
动 n.(Dart)人名；(英、芬)达特；(法)达尔

14 images 8 ['ɪmɪdʒ] n. 印象；形象；影像；图像；肖像 vt. 反映；想像；描绘

15 i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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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system 8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17 a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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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didym 6 ['daɪdɪm] n. 钕镨；镨钕；稀土金属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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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mission 6 ['miʃən] n.使命，任务；代表团；布道 vt.派遣；向……传教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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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thi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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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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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b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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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morph 5 ['daimɔ:f] n.（同质）二形之一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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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from 5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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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space 5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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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th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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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two 5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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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5 a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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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asteroid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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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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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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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捷)菲尔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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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se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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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adj 3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41 calle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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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captured 3 英 ['kæptʃə(r)] 美 ['kæptʃər] vt. 捕获；占领；夺取；吸引；(用照片等)留存 n. 捕获；战利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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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final 3 ['fainl] adj.最终的；决定性的；不可更改的 n.决赛；期末考试；当日报纸的末版

45 how 3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46 imaging 3 ['imidʒiŋ] n.成像 v.想像（image的ing形式）；画…的像

47 kilometers 3 n. 千米，公里（kilometer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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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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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she 3 [ʃi:] pron.她（主格）；它（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船舶、地球、月亮等） n.女人；雌性动物 n.(She)人名；(中)佘(普通话
·威妥玛)

51 sm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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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target 3 n.目标，指标；（攻击的）对象；靶子 v.把...作为目标；面向，对准（某群体） n.（Target）美国塔吉特公司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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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55 were 3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56 Adams 2 ['ædəmz] n.亚当斯（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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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aim 2 vt.目的在于；引导；把…对准 vi.打算；对准目标；瞄准 n.目的；目标；对准

59 around 2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60 before 2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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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binary 2 ['bainəri] adj.[数]二进制的；二元的，二态的

63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64 b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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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cameras 2 ['kæmərəz] 照相机； 暗箱； 摄像机； 摄影机

66 capture 2 vt.俘获；夺得；捕捉，拍摄,录制 n.捕获；战利品，俘虏

67 change 2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68 considered 2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69 eager 2 ['i:gə] adj.渴望的；热切的；热心的 n.(Eager)人名；(英)伊格

70 happens 2 ['hæpən] vi. 发生；碰巧；出现；偶遇

71 h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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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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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instrument 2 ['instrumənt, 'instrə-, -ment] n.仪器；工具；乐器；手段；器械

74 int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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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Italian 2 adj.意大利的；意大利语的；意大利文化的 n.意大利人；意大利语

76 location 2 [ləu'keiʃən] n.位置（形容词locational）；地点；外景拍摄场地

77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78 meters 2 英 ['miː tə(r)] 美 ['miː tər] n. 公尺；米 n. 计量器；计时器 vt. (用仪表)测量

79 million 2 ['miljən] n.百万；无数 adj.百万的；无数的 num.百万 n.(Million)人名；(法、罗、埃塞)米利翁

80 minutes 2 ['mɪnɪts] n. 分钟；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

81 moonlet 2 ['mu:nlit] n.小卫星；人造卫星

82 mu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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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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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objec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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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operation 2 [,ɔpə'reiʃən] n.操作；经营；[外科]手术；[数][计]运算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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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path 2 [pɑ:θ, pæθ] n.道路；小路；轨道

87 preparations 2 [prepə'reɪʃnz] n. 准备，准备工作，配制剂（名词preparation的复数形式）

88 scientific 2 [,saiən'tifik] adj.科学的，系统的

89 se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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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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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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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taken 2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93 team 2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94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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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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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weird 2 [wiəd] adj.怪异的；不可思议的；超自然的 n.（苏格兰）命运；预言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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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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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affects 1 [ə'fekt] vt. 影响；感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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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aircraft 1 ['εəkrɑ:ft] n.飞机，航空器

104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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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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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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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APL 1 [,eipi:'el] abbr.APL语言（AProgramming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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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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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astrophysics 1 [,æstrəu'fiziks] n.天体物理学

112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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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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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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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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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centers 1 英 ['sentə] 美 ['sentər] n. 中心；集中点 v. 居中；使集中 =centre<英>

118 changing 1 ['tʃeɪndʒɪŋ] vbl. 变更；换车；兑换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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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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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comme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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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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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completes 1 [kəm'pliː t] adj. 完整的；完成的；彻底的 vt. 完成；使完美；使圆满；填（表格等）

124 continually 1 [kən'tinjuəli] adv.不断地；频繁地

125 currently 1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126 danger 1 ['deindʒə] n.危险；危险物，威胁 n.(Danger)人名；(法)当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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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days 1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129 defense 1 [di'fens] n.防卫，防护；防御措施；防守 vt.谋划抵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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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demonstrate 1 ['demənstreit] vt.证明；展示；论证 vi.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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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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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direct 1 [di'rekt, dai-] adj.直接的；直系的；亲身的；恰好的 vt.管理；指挥；导演；指向 vi.指导；指挥 adv.直接地；正好；按直系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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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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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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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dotto 1 多托

138 double 1 ['dʌbl] n.两倍；双精度型 adj.双重的；两倍的 vi.加倍，加倍努力；快步走 vt.使加倍 adv.双重地；两倍地；弓身地 n.
(Double)人名；(法)杜布勒；(英)道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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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ffective 1 [i'fektiv] adj.有效的，起作用的；实际的，实在的；给人深刻印象

141 effects 1 [i'fekts] n.效果（effect的复数形式）；财物

142 elena 1 [ə'leinə; 'elənə] n.埃琳娜（女子名，等于Helen）

143 elisabetta 1 伊丽莎白

144 engineer 1 [,endʒi'niə] n.工程师；工兵；火车司机 vt.设计；策划；精明地处理 vi.设计；建造

145 engineering 1 [,endʒi'niəriŋ] n.工程，工程学 v.设计；管理（engineer的ing形式）；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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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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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equipped 1 [ɪk'wɪpt] v. 装备；整装；预备 vbl. 装备；整装；预备

149 every 1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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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examined 1 [ɪg'zæmɪnd] adj. 检查过的；诊察过的；测验过的 动词exam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2 exciting 1 [ik'saitiŋ] adj.令人兴奋的；使人激动的 v.激动；刺激（excite的ing形式）；唤起

153 explains 1 [ɪk'spleɪn] v. 说明；解释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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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flying 1 ['flaiiŋ] adj.飞行的 n.飞行 v.飞（fly的ing形式）

156 given 1 adj.赠予的；沉溺的；规定的 prep.考虑到 v.给予（give的过去分词） n.(Given)人名；(英、土)吉文

157 goal 1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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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gotten 1 ['gɔtən] v.得到；达到（get的过去分词）

160 guide 1 [gaid] n.指南；向导；入门书 vt.引导；带领；操纵 vi.担任向导 n.(Guide)人名；(法、葡)吉德

161 guiding 1 ['ɡaɪdɪŋ] n. 指导；导向；导航；引导 adj. 指导的；导航的；导向的 动词guide的现在分词.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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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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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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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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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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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hoping 1 ['həʊpɪŋ] n.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

169 Hopkins 1 ['hɔpkinz] n.霍普金（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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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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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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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improve 1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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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inform 1 [in'fɔ:m] vt.通知；告诉；报告 vi.告发；告密

175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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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involvement 1 n.参与；牵连；包含；混乱；财政困难

178 itself 1 [it'self] pron.它自己；它本身

179 Johns 1 [dʒɔnz] n.约翰斯（姓氏）

180 July 1 [dʒʊˈlaɪ] n.七月

181 kilogram 1 ['kiləugræm] n.公斤；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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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laboratory 1 [lə'bɔrətəri] n.实验室，研究室

184 larger 1 adj.大的；多量的；大的(large的比较级)；大规模的；众多的；（服装、食物、日用品等）大型号的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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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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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laurel 1 ['lɔrəl, 'lɔ:-] n.桂冠，殊荣；月桂树 vt.授予荣誉，使戴桂冠 n.(Laurel)人名；(法)洛雷尔；(英、西、意)劳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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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least 1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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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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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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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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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makes 1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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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Maryland 1 ['mεərilænd] n.马里兰（美国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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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199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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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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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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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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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205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206 need 1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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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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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November 1 [nəu'vembə] n.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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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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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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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orbital 1 ['ɔ:bitəl] adj.轨道的；眼窝的

214 orbit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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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16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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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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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perform 1 [pə'fɔ:m] vt.执行；完成；演奏 vi.执行，机器运转；表演

219 perio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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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physics 1 ['fiziks] n.物理学；物理现象

221 pictures 1 ['pɪktʃəz] n.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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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planet 1 ['plænit] n.行星 n.(Planet)人名；(法)普拉内；(西、葡)普拉内特

224 planetary 1 ['plænitəri] adj.行星的

225 possible 1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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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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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process 1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的

229 projec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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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prove 1 [pru:v] vt.证明；检验；显示 vi.证明是

231 quality 1 n.质量，[统计]品质；特性；才能 adj.优质的；高品质的；<英俚>棒极了

232 re 1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233 receive 1 [ri'si:v] vt.收到；接待；接纳 vi.接收

234 redirection 1 [,ri:di'rekʃən] n.重寄；改道；转移呼叫

235 relating 1 [rɪ'leɪtɪŋ] adj.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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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research 1 n.研究；调查 vi.研究；调查 vt.研究；调查 [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

238 resulting 1 [rɪ'zʌltɪŋ] adj. 结果的 动词result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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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Rome 1 [rəum] n.罗马（意大利首都）

241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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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seconds 1 ['sekəndz] n. 秒，时刻 名词second的复数

244 self 1 [self] n.自己，自我；本质；私心 adj.同一的 vt.使自花授精；使近亲繁殖 vi.自花授精 n.(Self)人名；(英)塞尔夫

245 separate 1 vt.使分离；使分开；使分居 vi.分开；隔开；分居 adj.单独的；分开的；不同的；各自的； n..分开；抽印本

246 separation 1 [,sepə'reiʃən] n.分离，分开；间隔，距离；[法]分居；缺口

247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248 series 1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249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250 shorten 1 ['ʃɔ:tən] vt.缩短；减少；变短 vi.缩短；变短

251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252 single 1 ['siŋgl] adj.单一的；单身的；单程的 n.一个；单打；单程票 vt.选出 vi.击出一垒安打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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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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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spe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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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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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strange 1 [streindʒ] adj.奇怪的；陌生的；外行的 adv.奇怪地；陌生地，冷淡地 n.(Strange)人名；(英)斯特兰奇；(瑞典、塞)斯特
朗格

258 strike 1 [straik] vi.打，打击；罢工；敲，敲击；抓；打动；穿透 vt.打，击；罢工；撞击，冲击；侵袭；打动；到达 n.罢工；打
击；殴打 n.(Strike)人名；(英)斯特赖克

259 striking 1 ['straikiŋ] adj.显著的，突出的，惊人的；打击的；罢工的 v.打（strike的ing形式）

260 structure 1 ['strʌktʃə] n.结构；构造；建筑物 vt.组织；构成；建造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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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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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success 1 [sək'ses] n.成功，成就；胜利；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

263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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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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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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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targeted 1 英 ['tɑːɡɪt] 美 ['tɑ rːɡɪt] n. 目标；对象；靶 vt. 把 ... 作为目标；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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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technique 1 [tek'ni:k] n.技巧，技术；手法

270 techniques 1 [tek'niː ks] n. 技术；技巧 名词technique的复数形式.

271 telescopes 1 英 ['telɪskəʊp] 美 ['telɪskoʊp] n. 望远镜 v. 缩短；压缩；套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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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threats 1 [θret] n. 威胁；恐吓；凶兆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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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travels 1 ['trævəlz] n. 漫游；旅行 名词travel的复数形式.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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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unusual 1 [,ʌn'ju:ʒuəl] adj.不寻常的；与众不同的；不平常的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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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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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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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wanting 1 ['wɔntiŋ, 'wɔ:n-] adj.欠缺的；不足的；不够格的 prep.无；缺 v.需要（want的现在分词）；欠缺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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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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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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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wh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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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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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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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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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with 1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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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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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293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94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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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