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1-02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ooking Back at Big NASA
Missions in 2022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6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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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of 1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to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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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nasa 13 ['næsə; 'nei-] abbr.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 n.(Nasa)人名；(塞)纳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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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th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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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ha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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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0 mission 8 ['miʃən] n.使命，任务；代表团；布道 vt.派遣；向……传教

11 O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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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ce 8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13 asteroid 7 ['æstərɔid] n.[天]小行星；[无脊椎]海盘车；小游星 adj.星状的

14 firs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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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its 6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6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7 Webb 6 [web] n.韦勃（人名）；威布市（美国密苏里州的城市名）

18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9 area 5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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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b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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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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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mo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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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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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telescope 5 ['teliskəup] vt.压缩；使套叠 vi.套叠；变短 n.望远镜；缩叠式旅行袋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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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which 5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28 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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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cras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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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curiosity 4 [,kjuri'ɔsiti] n.好奇，好奇心；珍品，古董，古玩

31 for 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32 goal 4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33 hav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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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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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objec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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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officials 4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37 spacecraft 4 ['speiskrɑ:ft, -kræft] n.[航]宇宙飞船，航天器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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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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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were 4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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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after 3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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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announced 3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4 around 3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45 astronauts 3 ['æstrənɔː ts] n. 宇航员 名词astronaut的复数.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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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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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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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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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many 3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51 Mars 3 [mɑ:z] n.战神；[天]火星

52 migh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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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milli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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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mo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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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mount 3 vt.增加；爬上；使骑上马；安装，架置；镶嵌，嵌入；准备上演；成立（军队等） vi.爬；增加；上升 n.山峰；底座；
乘骑用马；攀，登；运载工具；底座 n.（英）芒特（人名） v.登上；骑上

56 new 3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57 Orion 3 [ə'raiən; ɔ:-] n.猎户星座；俄里翁（希腊神话人物）

58 past 3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59 reached 3 到达

60 rocket 3 ['rɔkit] vi.飞驰，飞快地移动；迅速增加 n.火箭 vt.用火箭运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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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sharp 3 adj.急剧的；锋利的；强烈的；敏捷的；刺耳的 adv.急剧地；锐利地；突然地 n.尖头 vt.磨快；把音调升高 vi.升音演奏 n.
(Sharp)人名；(英)夏普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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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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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water 3 n.水；海水；雨水；海域，大片的水 vt.使湿；供以水；给…浇水 vi.加水；流泪；流口水 n.(Water)人名；(英)沃特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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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back 2 n.后面；背部；靠背；足球等的后卫；书报等的末尾 vt.支持；后退；背书；下赌注 vi.后退；背靠；倒退 adv.以前；向后
地；来回地；上溯；回来；回原处 adj.后面的；过去的；拖欠的 n.(Back)人名；(西、英、德、法、瑞典、捷)巴克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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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big 2 [big] adj.大的；重要的；量大的 adv.大量地；顺利；夸大地 n.(Big)人名；(土)比格

70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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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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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call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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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capsu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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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changed 2 [tʃeɪndʒd] adj.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6 climate 2 ['klaimit] n.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77 d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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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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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different 2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80 dimorph 2 ['daimɔ:f] n.（同质）二形之一

81 earlier 2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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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eart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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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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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ra 2 ['iərə, 'εərə] n.时代；年代；纪元 n.(Era)人名；(意、芬、印)埃拉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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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vidence 2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87 explorer 2 n.探险家；勘探者；探测器；[医]探针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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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galaxies 2 ['ɡæləksi] n. 银河；星系；一群杰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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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history 2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92 images 2 ['ɪmɪdʒ] n. 印象；形象；影像；图像；肖像 vt. 反映；想像；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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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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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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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lar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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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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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99 major 2 ['meidʒə] adj.主要的；重要的；主修的；较多的 n.[人类]成年人；主修科目；陆军少校 vi.主修 n.(Major)人名；(西)马霍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100 Martian 2 ['mɑ:ʃən] adj.火星的 n.火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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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mo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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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November 2 [nəu'vembə] n.十一月

104 October 2 [ɔk'təubə] n.[天]十月

105 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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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orbiting 2 ['ɔː bɪtɪŋ] n. 轨道运行；旋转运动；转圈 动词orbit的现在分词.

107 path 2 [pɑ:θ, pæθ] n.道路；小路；轨道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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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planet 2 ['plænit] n.行星 n.(Planet)人名；(法)普拉内；(西、葡)普拉内特

110 pleas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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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powerful 2 ['pauəful] adj.强大的；强有力的 adv.很；非常

112 rocky 2 ['rɔki] adj.岩石的，多岩石的；坚如岩石的；摇晃的；头晕目眩的

113 se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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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several 2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115 since 2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116 sls 2 n. 设定位置组号(位置组号设定与转移；旁瓣抑制)

117 s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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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system 2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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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targe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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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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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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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work 2 n.工作；[物]功；产品；操作；职业；行为；事业；工厂；著作；文学、音乐或艺术作品 vt.使工作；操作；经营；使缓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125 years 2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126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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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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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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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action 1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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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additional 1 [ə'diʃənəl] adj.附加的，额外的

132 ago 1 [ə'gəu] adv.以前，以往 adj.以前的；过去的 n.(Ago)人名；(英、西、意、塞、瑞典)阿戈

133 ai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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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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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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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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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americans 1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138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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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Apollo 1 [ə'pɔləu] n.阿波罗（太阳神）；美男子

141 arriving 1 [ə'raɪv] vi. 到达；到来；成功

142 astronomy 1 [ə'strɔnəmi] n.天文学

143 bang 1 [bæŋ] n.刘海；重击；突然巨响 adv.直接地；砰然地；突然巨响地 vt.重击；发巨响 n.(Bang)人名；(英、乍)班；(芬、
德、丹)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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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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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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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begun 1 [bi'gʌn] v.开始（begin的过去分词） n.(Begun)人名；(俄)别贡；(英)贝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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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biggest 1 [bɪgɪst] adj. 最大的

151 billions 1 ['bɪljənz] n.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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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builds 1 [bɪld] v. 建造；开发；创建；逐渐增强 n. 体格；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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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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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captur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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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carried 1 ['kærid] adj.被运的；入神的；忘我的 v.保持（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搬运

158 car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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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caused 1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160 changes 1 [tʃendʒs] n.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

161 coast 1 [kəust] vi.滑行；沿岸航行 vt.沿…岸航行 n.海岸；滑坡 n.(Coast)人名；(英)科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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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compounds 1 英 ['kɒmpaʊnd] 美 ['kɑːmpaʊnd] n. 化合物；复合词；复合物 n. 院子(用围墙圈起来的场地） adj. 化合的；【语】（词
语等）复合的；【植】复合的；【动】群体的 vt. 混合；调合；使严重；私了；【经】以复利计算 vi. 妥协

164 conference 1 n.会议；讨论；协商；联盟；（正式）讨论会；[工会、工党用语]（每年的）大会 vi.举行或参加（系列）会议

165 contained 1 [kən'teind] adj.泰然自若的，从容的；被控制的 v.包含；遏制（contain的过去分词）；容纳

166 contains 1 [kən'teɪnz] v. 包含 动词contai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67 crashed 1 [kræʃt] adj.失事的 v.碰撞，坠落，破产，垮台（crash的过去式）；崩溃

168 crashes 1 [kræʃ] v. 撞击；坠毁；发出巨响；崩溃；破产；<俚>宿夜 n. 轰隆声；猛撞；崩溃；暴跌；垮台；粗布 adj. 速成的

169 crater 1 ['kreitə] n.火山口；弹坑 vt.在…上形成坑；取消；毁坏 vi.形成坑；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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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December 1 [di'sembə] n.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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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defense 1 [di'fens] n.防卫，防护；防御措施；防守 vt.谋划抵御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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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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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developments 1 [dɪ'veləpmənts] n. 建设；发展；开发区 名词development的复数形式.

176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77 didym 1 ['daɪdɪm] n. 钕镨；镨钕；稀土金属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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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discoveries 1 [dɪ'skʌvəri] n. 发现；发现物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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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dry 1 [drai] adj.干的；口渴的；枯燥无味的；禁酒的 vt.把…弄干 vi.变干 n.干涸 n.(Dry)人名；(法)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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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arly 1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184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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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xperiment 1 [ik'speriment, ek's-] vi.尝试；进行实验 n.实验，试验；尝试

187 explains 1 [ɪk'spleɪn] v. 说明；解释

188 exploration 1 [,eksplɔ:'reiʃən] n.探测；探究；踏勘

189 explore 1 [ik'splɔ:] vt.探索；探测；探险 vi.探索；探测；探险

190 exploring 1 [ɪks'plɔː rɪŋ] n. 探索；探测 动词explore的现在分词形式.

191 extreme 1 [ik'stri:m] adj.极端的；极度的；偏激的；尽头的 n.极端；末端；最大程度；极端的事物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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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followed 1 ['fɒləʊd] n. 跟随的；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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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196 gale 1 [geil] n.[气象]大风，狂风；（突发的）一阵 n.(Gale)人名；(西、葡、塞)加莱；(缅)格礼；(英)盖尔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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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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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grew 1 [gru:] v.成长，种植（grow的过去式） n.(Grew)人名；(芬)格雷夫；(英、葡)格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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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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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Hills 1 n.希尔思（猫粮品牌）

203 Hubble 1 n.哈勃(姓氏)(天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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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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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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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II 1 abbr.微光（ImageIntensification）

208 III 1 num.罗马数字3 abbr.国际情报公司（InformationInternationalInc）；工业仪表公司（InstrumentsforIndustriesInc）

209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210 infrared 1 [,infrə'red] n.红外线 adj.红外线的

211 instruments 1 ['ɪnstrəmənt] n. 仪器；乐器；工具；器械 v. 用器械（或仪器）装备；向…提交文书

212 James 1 [dʒeimz] n.詹姆斯（姓氏，男子名）；《雅各书》

213 July 1 [dʒʊˈlaɪ] n.七月

214 kinds 1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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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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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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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laun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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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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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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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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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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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mid 1 [mid] adj.中间的；中央的 prep.在…之中 n.(Mid)人名；(柬)米

225 minerals 1 ['mɪnərəlz] n. 矿产品；矿物；矿产 名词mineral的复数形式.

226 missions 1 ['mɪʃn] n. 使命；代表团；任务；布道

227 mix 1 [miks] vt.配制；混淆；使混和；使结交 vi.参与；相混合；交往 n.混合；混合物；混乱 n.(Mix)人名；(德、英)米克斯

228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229 moonlet 1 ['mu:nlit] n.小卫星；人造卫星

230 motion 1 n.动作；移动；手势；请求；意向；议案 vi.运动；打手势 vt.运动；向…打手势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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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233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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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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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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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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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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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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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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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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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only 1 ['əunli] adv.只，仅仅；不料 adj.唯一的，仅有的；最合适的 conj.但是；不过；可是

243 orbital 1 ['ɔ:bitəl] adj.轨道的；眼窝的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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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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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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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parachuted 1 ['pærəʃu tː] n. 降落伞；缓降物；[动]翅膜 v. 跳伞；用降落伞空投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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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particular 1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251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252 performed 1 英 [pə'fɔː m] 美 [pər'fɔː rm] v. 执行；履行；表演；运转；举行

253 planetary 1 ['plænitəri] adj.行星的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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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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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predicted 1 [prɪ'dɪkt] v. 预言；预报；预知；预测

258 prepare 1 [pri'pεə] vt.准备；使适合；装备；起草 vi.预备；做好思想准备

259 presence 1 ['prezəns] n.存在；出席；参加；风度；仪态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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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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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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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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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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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reaches 1 [riː tʃ] v. 到达；伸出；达成；取得联系；延伸；（伸手）去够 n. 范围；影响力；河段；等级

265 reason 1 ['ri:zən] n.理由；理性；动机 vi.推论；劝说 vt.说服；推论；辩论 n.(Reason)人名；(英)里森

266 recovered 1 [rɪ'kʌvəd] adj. 恢复的 动词recov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67 redirect 1 [,ri:di'rekt, -dai-] vt.使改方向；重新寄送 adj.再直接的 n.再直接询问

268 reduced 1 [ri'dju:st] adj.减少的；[数]简化的；缩减的

269 reduction 1 n.减少；下降；缩小；还原反应

270 releases 1 [rɪ'liː s] n. 释放；让渡；发行 vt. 释放；让与；准予发表；发射

271 releasing 1 [rɪ'liː sɪŋ] n. 释放 动词release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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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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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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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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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rover 1 ['rəuvə] n.漫游者；流浪者；漂泊者 n.(Rover)人名；(英)罗弗；(意)罗韦尔

278 safely 1 ['seifli] adv.安全地 稳定地

279 salt 1 [sɔ:lt] n.盐；风趣，刺激性 adj.咸水的；含盐的，咸味的；盐腌的；猥亵的 vt.用盐腌；给…加盐；将盐撒在道路上使冰或
雪融化 n.(Salt)人名；(西)萨尔特；(英)索尔特

280 science 1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281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282 severe 1 [si'viə] adj.严峻的；严厉的；剧烈的；苛刻的

283 shortly 1 ['ʃɔ:tli] adv.立刻；简短地；唐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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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sits 1 [sɪt] v. 坐；栖息；使就座 n. 坐；栖息

286 sizes 1 ['saɪzɪz] n. 大小

287 sm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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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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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southern 1 ['sʌðən] adj.南的；南方的 n.南方人 n.(Southern)人名；(英)萨瑟恩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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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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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Spitzer 1 ['spɪtsə] 尖头式(弹头)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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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successes 1 [sək'sesɪz]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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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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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suggest 1 vt.提议，建议；启发；使人想起；显示；暗示

298 summer 1 ['sʌmə] n.夏季；全盛时期 vi.避暑；过夏天 adj.夏季的 n.(Summer)人名；(德)祖默；(英)萨默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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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surf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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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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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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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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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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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them 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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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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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threat 1 [θret] n.威胁，恐吓；凶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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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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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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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universe 1 ['ju:nivə:s] n.宇宙；世界；领域

312 up 1 [ʌp] adv.起来；上涨；向上 prep.在…之上；向…的较高处 adj.涨的；起床的；向上的 n.上升；繁荣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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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vehicle 1 ['viː ɪk(ə)l] n.[车辆]车辆；工具；交通工具；运载工具；传播媒介；媒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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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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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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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within 1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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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21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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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24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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