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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版前言

本书根据教育部!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本#$精神编写%全书共分四部

分&分别为科技英语知识简介'化学化工专业基础知识'专业文章阅读和附录%

一般专业英语教材比较偏重专业资料阅读能力训练&而本书除提供专业阅

读资料外&还紧扣!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本#$的要求&更加注重听'说'译的训

练%为此&书中提供了不少可帮助读者听'说专业英语的材料%如在正文中给出

了常见实验仪器图片及英文名称'管道图例中英文对照名称'常见生产设备及成

套装置剖面图"示意图#中英文对照名称&在附录中给出了(希腊字母英文名称及

读音表)(部分常用数学符号及数学式的读法)(常见化学式的英文读法)等&这些

都将为读者将来与外籍科技人员直接对话提供基础%而且&本书专门对科技英

语的特点作了简介&并初步介绍了科技英语翻译的常用技巧&使读者可以一窥化

学化工专业英语翻译的门径%由于英译汉与汉译英的原理大体相通&这方面的

介绍相信也会有助于读者学习科技英语的简单写作"如科技论文的英文摘要

等#%为使读者了解科技英语写作方法&本书还专门选择了一篇这方面的阅读材

料"!"#$"%&'$()*+'(,$'-'+.)/(&#&希望可以达到管中窥豹的效果%另外&针

对学生本科毕业论文阶段撰写英文摘要的实际需求&本书也对英文摘要写作方

法作了简要介绍%

同时&本书注重从过程工程'大化工的角度选择专业阅读材料&所选文章涉

及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生物化学'化学工程'环境工程'制

药工程'食品工程等领域&便于读者扩大知识面和掌握更多专业词汇%为了使读

者易于掌握一些最基本的专业词汇&达到!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本#$中(领会

式掌握!"""!!#""个本专业及与本专业有关的常用单词"其中复用式掌握的

单词为$""!#""#)的要求&书中既提供了相关领域的常用词汇表&还在书末给出

了(化学元素表)(计量单位及其前缀)(常见分析仪器及方法中英文名称对照表)

(部分重要组织机构名称中英文对照表)(科技英语构词法)等%个附录供读者

使用%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高年级化学化工类各专业学生的专业英语教材&也可

供化学化工专业的科技人员及中等英语水平的其他人员自修参考%

限于编者水平&书中不足与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位读者不吝指正%

编者

&"!'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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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版前言

本书根据教育部!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本#$精神编写%全书共分四部

分&分别为科技英语知识简介'化学化工专业基础知识'专业文章阅读和附录%

一般专业英语教材比较偏重专业资料的阅读能力训练&而本书除提供专业

阅读资料外&还紧扣!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本#$的要求&更加注重听'说'译的

训练%为此&书中提供了不少可帮助读者听'说专业英语的材料%如在正文中给

出了常见实验仪器图片及英文名称&在附录中给出了(希腊字母英文名称及读音

表)'(部分常用数学符号及数学式的读法)'(化学式的英文读法)等&这些都将为

读者将来与外籍科技人员直接对话提供基础%而且&本书专门对科技英语的特

点作了简介&并初步介绍了科技英语翻译的常用技巧&使读者可以一窥化学化工

专业英语翻译的门径%由于英译汉与汉译英的原理大体相通&这方面的介绍相

信也会有助于读者学习科技英语的简单写作"如科技论文的英文摘要等#%为使

读者了解科技英语写作方法&本书还专门选择了一篇这方面的阅读材料(!"#$"

%&'$()*+'(,$'-'+.)/(&)&希望可以达到管中窥豹的效果%

同时&本书注重从过程工程'大化工的角度选择专业阅读材料&所选文章涉

及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生物化学'化学工程'环境工程'制

药工程'食品工程等领域&便于读者扩大知识面和掌握更多专业词汇%为了使读

者易于掌握一些最基本的专业词汇&达到!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本#$中(领会

式掌握!&"##个本专业及与本专业有关的常用单词"其中复用式掌握的单词为

!&$###)的要求&书中既提供了相关领域的常用词汇表&还在书末给出了(化学元

素表)'(计量单位及其前缀)'(常见分析仪器及方法中英文名称对照表)'(部分

重要组织机构名称中英文对照表)'(科技英语构词法)等%个附录供读者使用%

限于作者水平&书中不足与不当之处难免&恳请各位读者不吝指正0+*1&!!$&2+"3%

编!者
$##%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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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

!!!!!!!!!!!!!!!!!!!!!!!!!!!!!!!!!!!!!!!!
科技英语的特点

""科技英语!!"#$%&'()*+,%-",-."/0-,'")$)#1"!+0#是指用于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领
域的一种英语文体$科技英语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文体%时态%词汇%句式等几方面$

67文体

科技英语力求平易%客观和精确"避免行文晦涩%表露感情%刻意修辞等$行文时陈述句
多"感叹句%疑问句少$例如&

+%",-!"#$2'-,'-3%,.$%"/4&2*1'.&#*)5".2.*-3.*6.7$-*.2-80'-$%)"9&&'.*-)(
2'%&#*)52''.&7--"%"2'-)*#."%,,'-3%,.$&&-,2)*/4-2)2'-/-:-$);3-"2."/#*)52'
)(2'-;-2*),'-3%,.$&.*-.&%",-!"%$80'--<;$)&%:-#*)52'%";-2*),'-3%,.$&%"2'-
!"&$&."/!"'$&5.&$.*#-$1/4-2)2'--")*3)4&%",*-.&-%"/-3."/()*&1"2'-2%,
;)$13-*&&4,'.&;)$1-2'1$-"-";)$1;*);1$-"-""1$)"";)$1-&2-*&."/-;)<1*-&%"&8

科技论文作者在说明事理%提出设想%探讨问题和推导公式时"常常涉及各种前提%条件
和场合$为了避免武断"保持谦虚或谨慎的态度"经常使用虚拟语气"使口吻变得委婉$
例如&

=(.;)4"/)(&."/!"#"$#%&"'()*'+,(#'"+%"2).2)3%,-"-*#1"2'-*-!%(-+$"
-")4#';)5-*2)&4;;$12'-5')$-)(!4*);-()*.(-51-.*&8

如果一磅沙子裂变!放出"所有#原子能!那将够整个欧洲用几年$
在说明注意事项时"则常常使用祈使句$例如&

."/*#"0(-")22)3%<2'-$%>4%/&8
注意% 不要把这几种液体混起来$
另外"科技英语的表达方式较为程式化$科技文章往往由标题%摘要%关键词%正文%参

考文献等部分构成!视具体情况"可以有其中的几种或全部#$正文一般又分为引言%论述与
结论三个部分$在引言部分说明文章的主题和有关背景等$在论述部分对文章主题按一定
次序展开叙述和讨论$如果是介绍实验成果的文章"则首先介绍实验仪器与设备%实验参
数%实验过程和实验结果"然后展开讨论$在结论部分则根据前面的讨论与推理"作出总结
或提出建议$

87时态

科技英语行文时"时态运用有限$叙述过去的研究常用过去时"间或也用现在完成时'
论述理论部分用现在时"尤其常用一般现在时"以表述无时间性的科学事实或规律等$例如&

0'-,'-3%,.$%"/4&2*1%&,)",-*"-/5%2',)":-*2%"#*.53.2-*%.$&"&4,'.&,*4/-)%$"

(%*&2$1%"2),'-3%,.$%"2-*3-/%.2-&"."/2'-"%"2).2*-3-"/)4&:.*%-21 )()2'-*
,'-3%,.$&80'-&-.*-2'-"4&-/2);*)/4,-,)"&43-*;*)/4,2&"5'%,'3.6-)4*$%:-&3)*-
,)3()*2.7$-")*;*)/4,-&)3-;*)/4,2&"&4,'.&;'.*3.,-42%,.$;*)/4,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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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英语的特点

3.%"2.%")4*5-$$?7-%"#)*-:-"$%(-%2&-$(8@2-.,'&2.#-)(2'-&-);-*.2%)"&&)3-:.$4-%&
.//-/2)2'-;*)/4,2"."/%(2'-.//-/:.$4--<,--/&2'-,)&2&)(*.5 3.2-*%.$;$4&
;*),-&&%"#".;*)(%25%$$7-3./-)"2'-);-*.2%)"8=2%&2'-.%3)(2'-,'-3%,.$%"/4&2*1
2).,'%-:-2'%&8

除上述时态外"有时还用将来时%进行时"偶尔也用过去完成时$

97词汇

科技英语大量使用专业词汇"经常利用前缀%后缀构成派生词"并大量使用缩略词$
例如&

2-2*.,1,$%"-"""四环素!2-2*.?)四*",1,$!%,#)环*"?%"-某一类化学物质#
.$$?5-.2'-* 适应各种气候的"全天候的!.$$与5-.2'-*间加连字符#
."2%.#%"# 防衰老的!."2%与.#%"#间不加连字符#
3.&,)" 质量密集的物质!3.&&与,)",-"2*.2%)"两词各取前)个字母#

#*.:%3-2-* 比重计!#*.:%21的前#个字母与3-2-*合成#
$.7 实验室!截取$.7)*.2)*1前)个字母#
ABC A射线衍射!由A?*.1C%((*.,2%)"缩略而成#
+!D 扫描电子显微镜!由&,.""%"#-$-,2*)"3%,*)&,);-缩略而成#
此外"在科技英语中"还大量使用表示逻辑关系的连接词$分类如下&

功"能 连"接"词

表示原因 7-,.4&-'.&'()*'7-,.4&-)(',.4&-/71'/4-2)')5%"#2)'.&.*-&4$2)(
表示转折 742'1-2'')5-:-*')2'-*5%&-'"-:-*2'-$-&&
表示逻辑顺序 &)'2'4&'2'-*-()*-'(4*2'-*3)*-'3)*-):-*'%".//%2%)"2)
表示限制 )"$1'%()"$1'-<,-;2'7-&%/-&'4"$-&&
表示假设 &4;;)&-'&4;;)&%"#'.&&43%"#';*):%/-/';*):%/%"#

:7句子

科技英语多使用长句和被动句"大量使用名词化结构!")3%".$%E.2%)"#和非限定动词"
还经常使用后置定语$

!6" 长句
为了表述一个复杂概念"使之逻辑严密"科技文章中往往出现许多长句$有的句子甚至

多达七八十个词$例如"下面这个句子就有')个词&
F-%"#()4"/5)*6%"#%"%"/4&2*%.$$.7)*.2)*%-&."/;*)/4,2%)"/-;.*23-"2&";*%:.2-

."/#):-*"3-"2%"&2%242-&"."/$.7)*.2)*%-&)(,)$$-#-&."/4"%:-*&%2%-&",'-3%&2&."/
)2'-*;*)(-&&%)".$&5').*-,)",-*"-/5%2','-3%&2*1.*--"#.#-/%".*-3.*6.7$1
/%:-*&%(%-/*."#-)(.,2%:%2%-&"$%6-3)"%2)*%"#2'->4.$%21)(.;47$%,5.2-*&4;;$1"
($.3-;*))(%"#,'%$/*-"9&;.G.3.&"/-:-$);%"#.2*-.23-"2()*./%&-.&-";*),-&&%"#.
;')2)#*.;'%,(%$3".".$1E%"#7)/1($4%/&2)/%.#")&-."%$$"-&&"."//-2-*3%"%"#2'-
.42'-"2%,%21)(.;.%"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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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被动句
科技人员在研究和解决科技问题时尊重客观"重视事实和方法%性能和特征%规律和推

理$因此"他们习惯于客观地看问题"并在讨论科技问题时力求作出客观而准确的陈述$而
使用第一人称会给读者造成作者主观臆断的印象"使用第二人称则会使读者产生主观性$
正因为这样"在科技文献中通常主要是使用非人称!无生命第三人称#的语气进行客观叙述"
从而也较多使用被动句$被动语态数量之多"可以占到全部谓语动词的!+)到!+(以上$此
外"科技文章将主要信息前置"放在主语部分"从而使句子更为简短%紧凑"使行文更加准确%
严谨和精练"这也是广泛使用被动语态的主要原因$

例如&

@7477$-2)5-*%&4&-/2)/%&2%$;-2*)$-438
蒸馏石油时使用鼓泡塔$
而不说&

H-4&-.7477$-2)5-*2)/%&2%$;-2*)$-438
我们用鼓泡塔蒸馏石油$
又如&

=(.")&,%$$.2)*13)2%)"!*11()"#23)%1"+)"&2-./1&'-.*%"#"2'-3.<%3432)*>4-
)"2'-2);;$.2-/4*%"#2'-,)37%"-/3)2%)"5.&&,.*,-$13)*-2'."2'.2%"2'-&2-./1
&'-.*%"#.$)"-'2'-3%"%3435.&,)"&%/-*.7$1$-&&80'-.:-*.#-2)*>4-5.&34,'$-&&%"
2'-,)37%"-/3)2%)"."/%2%&;)&&%7$-2'.22'-.:-*.#-*.2-.25'%,'5)*6!*1*$1%#$"+
5.&$-&&%"2'-,)37%"-/3)2%)"2'."2'.2%"2'-&2-./1&'-.*%"#.$)"-8

这段英语是典型的科技英语"&个主语都是非人称的"有(个子句是被动语态"文体是正
式的书面体"所有词语几乎全部是科技词语$

!9" 名词化结构
名词化!")3%".$%E.2%)"#是指词性作用的名词性转换"包括起名词作用的非谓语动词和

与动词同根或同形的名词"也包括一些形容词来源的名词$名词化既可起名词的作用"也可
以表达谓语动词或形容词所表达的内容"常伴有修饰成分或附加成分"构成短语$因此"句
法上小到词或词组"大到句子段落"都可以进行名词化处理"从而形成组合方式的名词化
短语$

名词化结构既可使行文简洁%表达客观%内容确切"也可使所含信息量增大$科技英语
常强调存在的事实并非个别行为或现象"故名词化结构尤为常见$

45"15#2'&*6"%0,5"1('2)2'%&&2.2-5)4$/2*."&()*3)4*),-."&%"2)%,-."/)4*
.23)&;'-*-%"2)$%>4%/.%*8

如果太阳收缩到这种状态!就会把海洋变成冰!把大气变为液化气$

45"*//(3(-*,2%'%0'"!+*,*/4*%"#2'-;.&2/-,./-'.&7*)4#'2.*-(%"-3-"2)(
&)3--.*$%-*:%-5&."/,)",-;2&8

最近几十年来!由于不断积累新的资料数据!从而完善了以前的一些观点和概念$

45"#%,*,2%'%0,5""*#,5)"%2&)5".<%&,.4&-&2'-,'."#-(*)3/.12)"%#'28
地球绕轴自转引起昼夜的变化$

0-$-:%&%)"%&,5",#*'132112%'*'+#"/"),2%'%023*6"1)(3):%"#)7G-,2&71*./%)

(#(



!"##$%&
科技英语的特点

5.:-&8
电视通过无线电波发射和接受活动物体的图像$

45","1,2'6%03*/52'"1$7,5213",5%+-"2.%$&&)3-$)&&)(;)5-*8
用这种方法试验机器!会浪费一些能量$
!:" 非谓语动词!非限定动词"
在科技作品中"人们往往要说明各个事物之间的关系"事物的位置和状态变化$如机

器%产品%原料等的运动%来源%形式"产品的加工手段%工艺流程和仪器%设备的操作方法"这
些都要求叙述严谨%准确$运用动词的非谓语形式容易实现这些要求"而且能用扩展的成分
对所修饰的词进行严格的说明和限定$每一个分词短语都能代替一个从句"因此可以完整%
准确地表达某一概念和事物"同时保证行文简练%结构紧凑$

科技文章要求行文简练%结构紧凑$为此"往往使用分词短语代替定语从句或状语从
句'使用分词独立结构代替状语从句或并列分句'使用不定式短语代替各种从句'使用介
词*动名词短语代替定语从句或状语从句$这样既可缩短句子"又比较醒目$

4%+","#32'",5"%),23(3)*#*3","#1%&2%3-?,)"&43%"#8
最佳参数的确定是费时的$

=2%&"-,-&&.*1,%/%'/"',#*,",5"32'"#*-17-()*-7-%"#$-.,'-/8
浸取前必须选矿$

89)*'+"+6*1"1,."7-4&-/,%%)"#*,"*3*/52'"8
膨胀的气体可用来开动机器$

0'-&')*2,%*,4%2&"5*:2'6$""'-%/*,"+",."7-(%<-/8
短路"故障#在查出后就能修好$

8:"'/%'02'"+2'*#262+/%',*2'"#"#.&5%$$-<;."/.2'%#'2-3;-*.24*-8
气体即使封闭在刚性容器中!在高温下也会膨胀$

;''"*-2'6%&)"-)(2'-'-.22*-.23-"2&)(&2--$8
退火是钢的热处理"方法#中的一种$

<*+2*,2'60#%3,5""*#,5"'-.2,.4&-&.%*,4**-"2&2)*%&-8
热量由地球辐射出来!并使得气流上升$

0'-*-.*-/%((-*-"25.1&)(/5*'62'6"'"#670#%3%'"0%#32',%*'%,5"#8
将能量从一种形式转变成另一种形式有各种不同的方法$

832,,2'62'0#*#"+#*71%&."%3;)*2."25.1()*2'-'43."7)/1,%62:"%(,1(#)-(1
5"*,8

发出红外线是人体散发多余热量的一个重要途径$
!;" 后置定语
大量使用后置定语也是科技文章的特点之一$例如&

@&.&'%;%&$)./-/"%2&%"6&/--;-*%"2)2'-5.2-*"/%&;$.,%"#.".//%2%)".$.3)4"2)(
5.2-*"=(*-,%,5"!"265,%0,5"*++"+-%*+8

船装了货物吃水更深!其排开的附加水量等于所装货物的重量$

0'-()*,-&+(",%0#2/,2%'.*-,.$$-/(*%,2%)".$()*,-&8
由于摩擦而产生的力称之为摩擦力$

(%(



新编化学化工专业英语

@,.$$0%#)*)"#%&")57-%"#%&&4-/8
征集论文的通知现正陆续发出$
=*)")*-%&."%*)")<%/-'%,:"#7+200"#"',0#%3%#+2'*#72#%'#(1,8
铁矿石是铁的氧化物!与普通的铁锈没有多大差别$
="2'%&(.,2)*12'-)"$1(4-$*:*2-*$-"%&,).$8
该厂唯一可用的燃料是煤$

(&(



!"##$%'
科技英语的翻译标准与翻译方法

51--%"8
!!!!!!!!!!!!!!!!!!!!!!!!!!!!!!!!!!!!!!!!

!!!!!!!!!!!!!!!!!!!!!!!!!!!!!!!!!!!!!!!!
科技英语的翻译标准与翻译方法

""对于翻译的质量标准"自从中国古代翻译印度佛经以来"翻译界进行过不少探讨$如隋
代的释彦琮认为译者应该&!一#)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二#)襟抱平恕"器量虚
融"不好专执*'!三#)耽于道术"澹于名利"不欲高炫*$唐玄奘提出翻译)既须求真"又须喻
俗*$清末翻译家严复!!+%),!"(!#于!+"+年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说&)译事三难&信%
达%雅*$)信*指的是译文忠实于原文')达*则指译文通顺"没有语病')雅*则指译文要自然
优美$其中对)雅*的争论最大$鲁迅先生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则当然求其易
解"一则保留着原作的丰姿//*"因而")雅*当理解为保留原作风格或神韵$而严复本人提
出的)雅*是指使用)汉以前字法%句法*要达到)尔雅*的境界"并且坚持)与其伤雅"毋宁失
真*的意见"此点在科技英语翻译中应当是不足取的$

对于科技英语翻译而言"因为原作的语言原本质朴"只要保持其朴素的文风即可"所以
翻译时主要应做到)信*)达*二字"即译文应准确无误%通顺畅达"使读者易于理解$

此外"在表达过程中"还有一个完整的原则"即译者有责任保证原作信息的完整传达"不
得擅自歪曲%增改%删减或遗漏原作的信息$

在进行科技英语翻译工作时"首先要根据所要翻译的文献所涉及的专业内容做适当的
知识上的准备"事先读一些有关专著$其次应准备翻译用的工具书"包括普通英汉词典%收
录科学技术词汇的英汉词典以及专收该专业词汇的英汉词典$此外"参考一些汉语的科技
词典或科技手册也是十分必要的$

翻译前"先要通读全文"划出生词及疑难点$通过工具书的帮助解决理解上的困难后"
完整%准确地理解全文"然后再一句一句地加以分析%翻译$译出的文字要按照汉语的表达
习惯加以修改%组织$最后对文字进行推敲%加工"力求译文准确无误%通顺$

在进行句子的翻译时"可以借助一些方法或技巧$下面做一些简单的介绍"有兴趣的读
者可以进一步参考专门讨论翻译方法与技巧的教材或专著$

67词类转换法

在英译汉过程中"有些句子可以逐词对译"但由于英汉两种语言表达方式的不同"很难
用一一对应的办法解决问题$原文中的有些词需要转换词类"才能使译文通顺%自然$例如&

B),6-2&'.:-()4"/*))-2/*,2%'()*2'-"9)-%#*,2%')(2'-4"%:-*&-8
火箭已经用来探索宇宙$!!"##"#

I-42*)"&*/,/%((-*-"2$1(*)3;*)2)"&8
中子的特性不同于质子$!#"#!"#

H%2'1-265,3)/%(%,.2%)"&-.,'21;-,."7-4&-/()*.$$2'*--&1&2-3&8
每种型号只要稍加改动就能用于这三种系统$!$%&"#$%#"#

H-.*-.$$0*32-2*#5%2'2'-(.,22'.2")2'%"#%"".24*-5%$$-%2'-*&2.*2)*&2);
3):%"#)(%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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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熟悉这样一个事实&自然界中没有一个物体会自发开始或停止运动$!$%&"##"#
0'-/-:%,-%&&')5"1/5"3*,2/*--7%"J%#8+8
图+为该装置的简图$!$%#"#!"#
0'%&(%$3%&('20%#3-72'%"8
该膜薄而均匀$!$%#"#$%&"#

87词序调整法

为了使译文通顺流畅并符合汉语的习惯"在翻译时"没有必要特意保留原文的词语顺
序"而应该根据具体情况作适当的调整$这种翻译方法称为词序调整法$例如&

I)"?,)"/4,2)*&.*-#($$"#*'+6-*118
橡胶和玻璃是非导体$
0'-.$2-*".2- /)47$- 7)"/ .**."#-3-"2%" 2'-&%<?,.*7)" *%"#%&*#%3*,2/1>

/5*#*/,"#21,2/8
芳烃的特点是六碳环上双键是相间排列$
K-*)%"%&")22'-)"$1.//%,2%:-/*4#*:*2-*$-"2)/.18
海洛因并不是目前可以买到的唯一毒品$
0'-"4,$-.*-<;$)&%:-%&3(/53%#";)5-*(4$2'."0I08
核炸药比梯恩梯"三硝基甲苯#的威力大得多$

97增译法

增译法是在翻译时按意义上或句法上的需要增加一些词来更忠实通顺地表达原文的思

想内容的一种方法$增译时要注意不能无中生有地增词"而只能增加原文中虽无其形却有
其意的词$例如&

@$2')4#'7-%"#&2.7$-%".%*.2)*/%".*1"3-*,4*1,)37%"-&5%2')<1#-"%('-.2-/8
虽然常温下水银在空气中是稳定的!但如果加热就会与氧化合$
F-,.4&-)(%2&*-$%.7%$%21."/&%3;$%,%21-:.;)*.2%)"%&)(2-".;;$%-/)".$.*#-&,.$-"

")*3.$$14&%"#&2-.3.&2'-'-.2&)4*,-8
由于蒸发工艺可靠!操作简便!因此常应用于大规模生产并以蒸汽作为热源$
0'-(*->4-",1"5.:-$-"#2'"."/&;--/)(&)4"/.*-,$)&-$1*-$.2-/8
声音的频率'波长和速度三者是密切相关的$
0'%&6%"/)(:%*4&3.1&4*:%:-!""&1*'+3%',518
这种病毒可存活数周至数月$
0'-*-:)$42%)")(2'--.*2'.*)4"/2'-&4",.4&-&2'-,'."#-&)(2'-1"*1%'18
地球围绕太阳转!形成四季轮回$
0'-32112-"1.*-&6%33%"#):-*2'-&-.8
一枚枚导弹正掠过海面$
?2#/-2'6@"'(1"2'-&;.,-&'%;2))6.$)2)(;')2)#*.;'&8
在绕金星飞行期间!这艘飞船拍摄了大量照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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