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nn10 2021-02-19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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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3 active 1 ['æktiv] adj.积极的；活跃的；主动的；有效的；现役的 n.主动语态；积极分子

4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5 actually 2 adv.实际上；事实上

6 adjustments 1 调整

7 advent 1 ['ædvənt] n.到来；出现；基督降临；基督降临节

8 after 2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9 again 1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10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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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g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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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head 2 adj.向前；在前的；领先 adv.向前地；领先地；在（某人或某事物的）前面；预先；在将来，为未来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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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ired 1 英 [eə(r)] 美 [er] n. 空气；天空；空中；感觉；神态；曲调；装腔作势 v. 晾干；使通风；广播

16 Alaska 2 [ə'læskə] n.阿拉斯加州

17 all 5 [ɔ:l] adj.全部的 adv.全然地；越发 n.全部 pron.全部 n.(All)人名；(瑞典)阿尔；(英)奥尔

18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19 along 1 [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20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21 America 1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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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n 7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4 anchor 1 n.锚；抛锚停泊；靠山；新闻节目主播 vt.抛锚；使固定；主持节目 vi.抛锚 adj.末棒的；最后一棒的

25 ancient 1 ['einʃənt] adj.古代的；古老的，过时的；年老的 n.古代人；老人

26 and 40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27 announcing 1 [ə'naʊnsɪŋ] n. 宣布 动词announce的现在分词形式.

28 anot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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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an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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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appearance 1 [ə'piərəns] n.外貌，外观；出现，露面

31 appeared 1 [ə'piəd] adj.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2 arctic 2 ['ɑ:ktik] adj.北极的；极寒的 n.北极圈；御寒防水套鞋 n.(Arctic)人名；(英)阿克蒂克

33 a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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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arrive 1 vi.到达；成功；达成；出生 n.(Arrive)人名；(法)阿里夫

35 arrives 1 [ə'raɪv] vi. 到达；到来；成功

36 art 1 n.（包括雕塑、绘画、音乐等的）艺术，美术；美术（作）品；艺品（作）品；（表演）艺术；技术，技巧； adj.艺术
的；艺术品的；具有艺术性的 v.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过时用法

37 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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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ash 2 [æʃ] n.灰；灰烬 n.(Ash)人名；(英、俄、捷)阿什

39 aspirational 1 [,æspə'reiʃənəl] adj.有雄心壮志的；（生活形态等）梦寐以求的 n.成功指南；处世自助手册

40 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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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athletes 1 ['æθliː ts] 运动员

42 atmosphere 1 n.气氛；大气；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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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attempts 1 [ə'tempt] v. 企图；尝试 n. 企图；试图

44 Austin 1 ['ɔ:stin] n.奥斯丁（人名）；英国制汽车牌名

45 autonomously 2 [ɔ:'tɔnəməsli] adv.自治地；独立自主地

46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47 awesome 1 [英['ɔː s(ə)m] 美['ɔsəm]] adj.令人敬畏的；使人畏惧的；可怕的；极好的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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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balls 1 [bɔː l] n. 球；球状物；炮弹；舞会；愉快的经历；<口>胆量；胡说；（复）睾丸 v. 使成球状；呈球状；<俚>性交

50 band 1 n.带，环；[物]波段；(演奏流行音乐的)乐队 vi.用带绑扎；给...镶边 n.n.乐队；队；一群

51 be 9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52 beach 1 [bi:tʃ] n.海滩；湖滨 vt.将…拖上岸 vi.搁浅；定居 n.(Beach)人名；(英)比奇

53 bear 1 vt.结果实，开花（正式） vt.忍受；承受；具有；支撑 n.熊 n.(Bear)人名；(英)贝尔

54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55 been 3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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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begin 2 [bɪ̍ 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58 below 1 [bi'ləu] adv.在下面，在较低处；在本页下面 prep.在…下面 n.(Below)人名；(英、德、芬、瑞典)贝洛

59 Bennett 1 ['benit] n.班尼特（男子名，等于Benedict）

60 billion 2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61 Bismarck 1 ['bizma:k] n.俾斯麦（建立德意志帝国的政治家）

62 bit 1 n.[计]比特（二进位制信息单位）；少量；马嚼子；辅币；老一套；一点，一块 vt.控制 adj.很小的；微不足道的 adv.有点
儿；相当 vt.咬（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3 Blake 1 [bleik] n.布莱克（英国作家）

64 blast 1 ['baiəu,blæst] n.爆炸；冲击波；一阵 vi.猛攻 vt.爆炸；损害；使枯萎 n.(Blast)人名；(德)布拉斯特

65 blizzards 1 n.暴风雪( blizzard的名词复数 ); 暴风雪似的一阵，大量（或大批）

66 block 1 n.块；街区；大厦；障碍物 vt.阻止；阻塞；限制；封盖 adj.成批的，大块的；交通堵塞的 n.(Block)人名；(英、法、
德、西、葡、芬、罗)布洛克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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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bond 1 n.债券；结合；约定；粘合剂；纽带 vi.结合，团结在一起 vt.使结合；以…作保 n.(Bond)人名；(英、德、西、刚(金)、瑞
典)邦德

69 booting 1 [bu:tŋ] v.启动（boot的ing形式）；穿靴；踢

70 boys 1 n. 男孩 名词boy的复数形式.

71 braxton 1 n. 布拉克斯顿

72 breaks 1 [b'reɪks] n. 断裂 名词break的复数形式.

73 broken 1 ['brəukən] adj.破碎的；坏掉的 v.折断；打碎；损坏（break的过去分词）

74 brother 6 ['brʌðə] n.兄弟；同事；战友 int.我的老兄！ n.(Brother)人名；(英)布拉泽

75 brotherly 1 ['brʌðəli] adj.兄弟的；兄弟般的；亲切的 adv.兄弟般地；亲切地

76 brothers 6 英 ['brʌðə(r)] 美 ['brʌðər] n. 兄弟；教友；同胞；<俚>老兄

77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78 bryce 1 n.布赖斯（姓氏）；一种三维图像与动画制作软件

79 build 1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80 bump 1 [bʌmp] n.肿块，隆起物；撞击 vi.碰撞，撞击；颠簸而行 vt.碰，撞；颠簸 adv.突然地，猛烈地 n.(Bump)人名；(英、西)邦
普

81 burden 1 ['bə:dən] n.负担；责任；船的载货量 vt.使负担；烦扰；装货于 n.(Burden)人名；(英)伯登

82 business 1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83 businesses 1 ['bɪznəsɪz] n. 店铺，商行（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

84 bu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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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b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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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bytes 1 [baɪts] n. 字节 byt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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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cameras 1 ['kæmərəz] 照相机； 暗箱； 摄像机； 摄影机

88 ca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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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Canadian 1 [kə'neidiən] adj.加拿大（人）的 n.加拿大人

90 Carl 4 [kɑ:l] n.卡尔（男名）

91 caught 1 [kɔ:t] v.捕捉（catch的过去分词）

92 cause 1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93 causing 2 [kɔː z] vt. 引起；使发生 n. 原因；理由；事业

94 Celsius 1 ['selsiəs] adj.摄氏的 n.摄氏度

95 channel 1 vt.引导，开导；形成河道 n.通道；频道；沟渠；海峡

96 charts 1 英 [tʃɑ tː] 美 [tʃɑ rːt] n. 图表；规划图；排行榜 v. 制成图表；绘制地图；规划

97 cheaper 1 ['tʃiː pər] adj. 比较便宜的

98 check 2 vt.检查，核对；制止，抑制；在…上打勾 vi.核实，查核；中止；打勾；[象棋]将一军 n.<美>支票；制止，抑制；检
验，核对 n.（英）切克（人名）

99 chemicals 1 ['kemɪklz] n. 化学药品；化学制品 名词chemical的复数形式

100 Chisinau 1 n.基希讷乌（摩尔多瓦的首都）

101 chopper 1 ['tʃɔpə] n.[电子]斩波器；斧头；切碎机 vt.用直升机运送 vi.乘直升机飞行

102 chunks 1 [tʃʌŋk] n. 矮胖的人或物；厚块（片）；相当大的量 vt. （高尔夫球）没击中 vi. 发出猛冲的声音

103 city 2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104 climate 1 ['klaimit] n.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105 climates 1 [k'laɪməts] 气象条件

106 clip 4 n.（塑料或金属的）夹子；回纹针；修剪；剪报 vt.剪；剪掉；缩短；给…剪毛（或发）用别针别在某物上，用夹子夹在
某物上 vi.剪；修剪；剪下报刊上的文章（或新闻、图片等）；迅速行动；用别针别在某物上，用夹子夹在某物上

107 clock 1 [klɔk] n.时钟；计时器 vt.记录；记时 vi.打卡；记录时间 n.(Clock)人名；(英)克洛克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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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cnn 8 [ˌsiː en'en] abbr. 美国有线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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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cold 2 [kəuld] adj.寒冷的；冷淡的，不热情的；失去知觉的 n.寒冷；感冒 adv.完全地

112 colder 1 英 [kəʊdə] 美 [koʊdə] adj. 更冷的 形容词cold的比较级形式.

113 coldest 2 英 [kəʊld] 美 [koʊld] adj. 冷的；寒冷的；冷酷的；冷淡的；冷静的 n. 寒冷；感冒；伤风 adv. 完全地；彻底地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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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collecting 1 [kə'lekt] v. 收集；聚集；募捐；运走；使（自己）镇定

116 com 1 abbr.组件对象模型（ComponentObjectModel）；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Computer-OutputMicrofilm）

117 common 1 ['kɔmən] adj.共同的；普通的；一般的；通常的 n.普通；平民；公有地 n.(Common)人名；(法)科蒙；(英)康芒

118 community 1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119 competition 1 [,kɔmpi'tiʃən] n.竞争；比赛，竞赛

120 competitive 1 [kəm'petitiv] adj.竞争的；比赛的；求胜心切的

121 complex 1 ['kɔmpleks] adj.复杂的；合成的 n.复合体；综合设施

122 connor 1 [kɔnə] n.康纳（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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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continuously 1 [kən'tɪnjuəsli] adv. 不断地；连续地

125 contributor 2 [kən'tribjutə] n.贡献者；投稿者；捐助者

126 copy 1 ['kɔpi] vi.复制；复印；抄袭 vt.复制；复印；抄袭 n.副本；一册；摹仿

127 cost 1 vt.花费；使付出；使花许多钱；估价，估算成本 vi.花费 n.费用，代价，成本；损失

128 could 4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129 country 1 n.国家，国土；国民；乡下，农村；乡村；故乡 adj.祖国的，故乡的；地方的，乡村的；国家的；粗鲁的；乡村音
乐的

130 crashing 1 ['kræʃiŋ] adj.彻底的；最好的；猛撞的 v.打碎（crash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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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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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creating 1 [kri'ː eɪtɪŋ] vbl. 创造； 建造； 把 ... 列为

133 cut 1 [kʌt] n.伤口；切口；削减；（服装等的）式样；削球；切入 vt.[机]切割；削减；缩短；刺痛 vi.[机]切割；相交；切牌；停
拍；不出席 adj.割下的；雕过的；缩减的

134 Dakota 4 [də'kəutə] n.达科他（美国过去一地区名，现分为南、北达科他州） adj.达科他人的

135 damage 1 n.损害；损毁；赔偿金 vi.损害；损毁 vt.损害，毁坏

136 daring 1 ['dεəriŋ] adj.大胆的，勇敢的 n.胆量，勇气 v.敢（dare的现在分词） n.(Daring)人名；(英、瑞典)达林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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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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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deadly 1 ['dedli] adj.致命的；非常的；死一般的 adv.非常；如死一般地

140 dealing 1 ['di:liŋ] n.交易；行为

141 decades 1 n.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

142 defense 1 [di'fens] n.防卫，防护；防御措施；防守 vt.谋划抵御

143 degrees 1 英 [di'ɡri:z] 美 [dɪ'ɡri:z] n. 度；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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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deploy 1 [di:'plɔi] vt.配置；展开；使疏开 vi.部署；展开 n.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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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descent 1 [di'sent] n.下降；血统；袭击 vt.除去…的气味；使…失去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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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describes 1 [dɪ'skraɪb] vt. 描述；说成；形容；画(尤指几何图形)

150 Detroit 1 [di'trɔit] n.底特律（美国一座城市）

151 difficult 2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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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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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discovery 2 [dis'kʌvəri] n.发现，发觉；被发现的事物

155 discs 1 [dɪsk] n. 圆盘；唱片；花盘；磁盘；盘形物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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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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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down 4 [daun] adv.向下，下去；在下面 adj.向下的 n.软毛，绒毛；[地质]开阔的高地 prep.沿着，往下 vt.打倒，击败 vi.下降；下
去 n.(Down)人名；(英)唐

159 download 1 [,daʊn'lod] vt.[计]下载

160 downwards 1 ['daunwədz] adv.向下，往下

161 dozen 1 ['dʌzən] n.十二个，一打 adj.一打的

162 drone 2 n.雄蜂；嗡嗡的声音；懒惰者 n.无人机（非正式） vi.嗡嗡作声；混日子 vt.低沉地说 n.n.(Drone)人名；(法)德罗纳

163 drops 1 [drɒps] n. 珠；滴剂（名词drop的复数形式） v. 滴，滴下，滴落（动词dro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64 during 2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165 each 3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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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art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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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dge 1 [edʒ] n.边缘；优势；刀刃；锋利 vt.使锐利；将…开刃；给…加上边 vi.缓缓移动；侧着移动 n.(Edge)人名；(英)埃奇

169 edges 1 [edʒ] n. 边缘；优势；边；刀口 vt. 给 ... 加上边；缓慢横过；使锋利 vi. 徐徐前进

170 education 1 [,edju:'keiʃən] n.教育；培养；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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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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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elliptical 1 [i'liptik,-kəl] adj.椭圆的；省略的

174 en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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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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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endures 1 英 [ɪn'djʊə(r)] 美 [ɪn'dʊr] vt. 容忍 vi. 忍耐；持久；持续

176 entirely 1 [in'taiəli] adv.完全地，彻底地

177 erupt 1 [i'rʌpt] vi.爆发；喷出；发疹；长牙 vt.爆发；喷出

178 erupted 1 [ɪ'rʌpt] v. 爆发；喷发；发疹

179 erupts 1 [ɪ'rʌpt] v. 爆发；喷发；发疹

180 et 1 [i:ti:] conj.（拉丁语）和（等于and）

181 etna 3 ['etnə] n.小酒精炉；酒精灯煮水器

182 European 1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183 even 1 ['i:vən] adj.[数]偶数的；平坦的；相等的 adv.甚至；即使；还；实际上 vt.使平坦；使相等 vi.变平；变得可比较；成为相
等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184 evening 1 ['i:vniŋ] n.晚上；傍晚；（联欢性的）晚会；后期 adj.在晚上的；为晚上的；晚上用的 int.晚上好（等于goodevening）

185 ever 1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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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veryone 1 ['evriwʌn] pron.每个人；人人 n.每个人

188 example 1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189 expect 1 [ik'spekt] vt.期望；指望；认为；预料 vi.期待；预期

190 explanation 1 [,eksplə'neiʃən] n.说明，解释；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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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xtensive 1 [ik'stensiv] adj.广泛的；大量的；广阔的

193 failed 1 [feild] adj.已失败的，不成功的 v.失败，不成功（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4 Fairbanks 1 ['fεəbænks] n.费尔班克斯（阿拉斯加州矿业中心）

195 fake 1 [feik] n.假货；骗子；假动作 vt.捏造；假装…的样子 vi.假装；做假动作 adj.伪造的 n.(Fake)人名；(英)费克

196 falling 1 ['fɔ:liŋ] adj.下降的；落下的 n.下降；落下；陷落 v.落下（fall的ing形式） n.(Falling)人名；(瑞典)法林

197 Falls 1 [fɔ:ls] n.[水文]瀑布；陨石 v.下降（fall的第三人称单数） n.(Falls)人名；(英)福尔斯

198 Fargo 1 ['fɑ:gəu] n.法戈（美国北达科他州东南部城市）

199 fascinating 1 ['fæsineitiŋ] adj.迷人的；吸引人的；使人神魂颠倒的 v.使…着迷；使…陶醉（fascinate的ing形式）

200 favorite 1 ['feivərit] n.幸运儿；喜欢的事物；特别喜欢的人 adj.最喜爱的；中意的；宠爱的 n.(Favorite)人名；(英)费沃里特

201 February 1 ['februəri] n.二月

202 feel 1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203 few 1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204 figure 1 ['figə] n.数字；人物；图形；价格；（人的）体形；画像 vi.计算；出现；扮演角色 vt.计算；认为；描绘；象征

205 fin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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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finally 1 ['fainəli] adv.最后；终于；决定性地

207 find 1 vt.查找，找到；发现；认为；感到；获得 vi.裁决 n.发现 n.(Find)人名；(丹)芬

208 finding 1 ['faindiŋ] n.发现；裁决；发现物 v.找到；感到（find的ing形式）；遇到

209 fireworks 1 英 ['faɪəwɜːks] 美 ['faɪə̩ wɜːks] n. 烟火

210 fir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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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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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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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floating 1 ['fləutiŋ] adj.流动的；漂浮的，浮动的 v.漂浮（float的现在分词）

214 flood 2 [flʌd] vt.淹没；充满；溢出 vi.涌出；涌进；为水淹没 n.洪水；泛滥；一大批 n.(Flood)人名；(英)弗勒德；(瑞典、芬)弗洛
德

215 flooding 1 ['flʌdiŋ] n.泛滥；产后出血

216 flow 1 [fləu] vi.流动，涌流；川流不息；飘扬 vt.淹没，溢过 n.流动；流量；涨潮，泛滥 n.(Flow)人名；(英)弗洛

217 flowed 1 英 [fləʊ] 美 [floʊ] n. 流动；涨潮；流；流量 vi. 流动；涌出；飘动；流畅 vt. 淹没

218 flowing 1 ['fləuiŋ] adj.流动的；平滑的；上涨的 v.流动；起源；上涨（flow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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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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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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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following 2 ['fɔləuiŋ] adj.下面的；其次的，接着的 n.下列事物；一批追随者 v.跟随；沿行（follow的ing形式）

222 for 17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223 force 1 [fɔ:s] n.力量；武力；军队；魄力 vt.促使，推动；强迫；强加 n.(Force)人名；(意)福尔切；(英、法)福斯

224 forcing 2 ['fɔ:siŋ] adj.强迫的；强制的；施加压力的 n.强迫 v.强迫（force的变形）；强制

225 forecasters 1 n.预报员( forecaster的名词复数 )

226 Forks 2 n.福克斯（美国地名）

227 form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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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fountain 1 ['fauntin] n.喷泉，泉水；源泉 n.(Fountain)人名；(英)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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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Friday 1 ['fraidi] n.星期五

231 friend 1 [frend] n.朋友；助手；赞助者 n.(Friend)人名；(英)弗兰德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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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frozen 1 ['frəuzn] adj.冻结的；冷酷的 v.结冰（freeze的过去分词）；凝固；变得刻板

234 future 2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235 garrett 1 ['gærit] n.加勒特（男子名）

236 geology 1 [dʒi'ɔlədʒi] n.地质学；地质情况

237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238 getting 3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239 giving 1 ['gɪvɪŋ] n. 给予；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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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go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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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goggles 1 ['gɔglz] n.[安全]护目镜；防护眼镜；瞪视（goggle的复数） v.瞪大眼睛看；转动眼珠（goggle的三单形式）

243 good 1 [gud] adj.好的；优良的；愉快的；虔诚的 n.好处；善行；慷慨的行为 adv.好 n.(Good)人名；(英)古德；(瑞典)戈德

244 got 1 [gɔt] v.得到，明白（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Got)人名；(法)戈；(西、匈、瑞典)戈特

245 grand 2 [grænd] adj.宏伟的；豪华的；极重要的 n.大钢琴；一千美元 n.(Grand)人名；(法)格朗；(英、瑞典)格兰德

246 great 1 [greit] adj.伟大的，重大的；极好的，好的；主要的 n.大师；大人物；伟人们

247 guards 1 ['gɑrd] n. 警卫；狱吏；看守；护卫队 名词guard的复数形式.

248 guys 1 [ɡaɪ] n. 家伙；(男)人 n. 拉索；牵索 vt. 嘲笑

249 habitable 1 ['hæbitəbl] adj.可居住的；适于居住的

250 ha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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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happen 5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252 hard 1 adj.努力的；硬的；困难的；辛苦的；确实的；严厉的；猛烈的；冷酷无情的 adv.努力地；困难地；辛苦地；接近地；
猛烈地；牢固地 n.（Hard）人名；(英、芬、瑞典)哈德

253 h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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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hav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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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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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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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heard 3 [hə:d] v.听到（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闻知 n.(Heard)人名；(英)赫德

259 helicopter 2 ['helikɔptə] n.[航]直升飞机 vi.[航]乘直升飞机 vt.由直升机运送

260 hel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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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hence 1 [hens] adv.因此；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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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hig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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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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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265 historic 1 [his'tɔrik] adj.有历史意义的；历史上著名的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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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homes 1 英 [həʊm] 美 [hoʊm] n. 家；家庭；收容所；栖息地；发源地 adv. 在家；回家；在国内；回国；正中目标 adj. 家用的；国
内的；总部的；（比赛）主场的 v. 提供住处；朝向

268 hopefully 1 ['həupfuli] adv.有希望地，有前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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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hot 1 [hɔt] adj.热的；辣的；热情的；激动的；紧迫的 adv.热；紧迫地 vi.变热 vt.增加；给…加温 n.(Hot)人名；(塞)霍特；(法)奥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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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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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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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hungry 1 ['hʌŋgri] adj.饥饿的；渴望的；荒年的；不毛的

275 ice 15 [[ais] n.冰；冰淇淋；矜持；（俚）钻石 vt.冰镇；结冰 vi.结冰 adj.冰的 n.(Ice)人名；(英)艾斯；(法)伊斯

276 if 5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277 imagine 1 vt.想象；猜想；臆断 vi.想象；猜想；想象起来

278 in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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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inaudible 1 [in'ɔ:dəbl] adj.听不见的；不可闻的

280 info 1 ['infəu] n.信息；情报

281 ingenuity 1 n.心灵手巧，独创性；精巧；精巧的装置 n.西门子公司将其品牌宣言“Ingenuityforlife”诠释为“博大精深同心致远”

282 injuries 1 ['ɪndʒəri] n. 伤害；损害

283 international 2 n.国际组织；国际体育比赛；外国居留者；国际股票 adj.国际的；两国（或以上）国家的；超越国界的；国际
关系的；世界的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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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is 1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86 island 1 ['ailənd] n.岛；岛屿；安全岛；岛状物 adj.岛的 vt.孤立；使成岛状 n.(Island)人名；(英)艾兰

287 isn 1 abbr. 集成供应网络(=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

288 issac 1 伊萨克

289 issue 1 ['iʃju:, 'isju:] n.问题；流出；期号；发行物 vt.发行，发布；发给；放出，排出 vi.发行；流出；造成…结果；传下

290 issues 1 英 ['ɪʃjuːz] 美 ['ɪʃjʊz] n. 议题；债券；发行物；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

291 i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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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Itali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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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Italy 1 ['itəli] n.意大利（欧洲南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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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Jackson 1 ['dʒæksn] n.杰克逊（男子名）；杰克逊（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城市）

296 jam 2 [dʒæm] n.果酱；拥挤；困境；扣篮 vt.使堵塞；挤进，使塞满；混杂；压碎 vi.堵塞；轧住 n.(Jam)人名；(伊朗、巴基)贾姆

297 Jams 2 [dʒæmz] n.宽短裤；短裤睡衣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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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jezero 1 n. 耶泽罗(东经 17º10' 北纬 44º20')

300 josiah 1 [dʒəu'saiə] n.约西亚（男子名）

301 journey 1 ['dʒə:ni] n.旅行；行程 vi.旅行 n.(Journey)人名；(英)朱尼，朱妮(女名)

302 July 1 [dʒʊˈlaɪ] n.七月

303 just 1 [dʒʌst] adv.只是，仅仅；刚才，刚刚；正好，恰好；实在；刚要 adj.公正的，合理的；正直的，正义的；正确的；公平
的；应得的 n.(Just)人名；(英)贾斯特；(法)朱斯特；(德、匈、波、捷、挪)尤斯特；(西)胡斯特

304 keeper 1 ['ki:pə] n.监护人；饲养员；看守人；管理人

305 kilometers 1 n. 千米，公里（kilometer复数形式）

306 kind 3 [kaind] n.种类；性质 adj.和蔼的；宽容的；令人感激的 n.(Kind)人名；(德、俄、法、捷)金德；(瑞典)欣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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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know 2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308 lake 2 [leik] n.湖；深红色颜料；胭脂红 vt.（使）血球溶解 vi.（使）血球溶解 n.(Lake)人名；(德、塞、瑞典)拉克；(英)莱克

309 Lakes 1 [leiks] n.[地理]湖泊，湖畔；[涂料]色淀 n.(Lakes)人名；(德)拉克斯

310 la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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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land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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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la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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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lastly 1 ['lɑ:stli, 'læstli] adv.最后，终于

314 latest 2 adv.最迟地；最后地 n.最新的事物 adj.最新的，最近的；最迟的，最后的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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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lava 1 ['lɑ:və, 'lævə] n.火山岩浆；火山所喷出的熔岩 n.(Lava)人名；(西、意)拉瓦

317 leading 2 ['li:diŋ] adj.领导的；主要的 n.领导；铅板；行距 v.领导（lead的ing形式）

318 let 1 [let] vt.允许，让；出租；假设；妨碍 vi.出租；被承包 n.障碍；出租屋 n.(Let)人名；(缅)莱；(俄)莱特

319 life 3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320 lift 1 [lift] vt.举起；提升；鼓舞；空运；抄袭 vi.消散；升起；耸立 n.电梯；举起；起重机；搭车

321 lik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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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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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lose 1 [lu:z] vt.浪费；使沉溺于；使迷路；遗失；错过 vi.失败；受损失 n.(Lose)人名；(英)洛斯；(德)洛泽

324 love 1 [lʌv] n.恋爱；亲爱的；酷爱；喜爱的事物 vt.喜欢；热爱；爱慕 vi.爱 n.(Love)人名；(英)洛夫

325 lower 1 ['ləuə] vt.减弱，减少；放下，降下；贬低 vi.降低；减弱；跌落 adj.下游的；下级的；下等的 n.(Lower)人名；(英、意)洛
厄

326 lurching 1 ['lɜ tːʃɪŋ] 东倒西歪地行驶, 不稳行驶

327 ma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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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magma 1 ['mægmə] n.[地质]岩浆；糊剂 n.(Magma)人名；(英)马格马

329 magnificent 1 [mæg'nifisənt] adj.高尚的；壮丽的；华丽的；宏伟的

330 maj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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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make 1 [meik] vt.使得；进行；布置，准备，整理；制造；认为；获得；形成；安排；引起；构成 vi.开始；前进；增大；被制
造 n.制造；构造；性情 n.(Make)人名；(塞、南非)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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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male 6 [meil] adj.男性的；雄性的；有力的 n.男人；雄性动物 n.(Male)人名；(柬)马尔；(意、西、塞)马莱；(英)梅尔

334 maneuvers 1 英 [mə'nuːvə] 美 [mə'nuːvər] vt. 巧妙地操纵；使演习；调遣 vi. 演习；调遣；用计策 n. 演习；策略；调遣

335 manually 1 ['mænjuəli] adv.手动地；用手

336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337 mario 1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338 Marquette 1 马凯特 n.(Marquette)人名；(英、法)马凯特

339 Mars 11 [mɑ:z] n.战神；[天]火星

340 Martian 3 ['mɑ:ʃən] adj.火星的 n.火星人

341 mauldin 2 n.(Mauldin)人名；(英)莫尔丁

342 max 1 n.]完全；彻底；最大限度；最大量；最大数

343 may 3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344 McCarthy 1 [mə'ka:θi] n.麦卡锡（姓氏）

345 me 1 [mi:, 弱mi] pron.我（宾格） n.自我；极端自私的人；自我的一部分 n.(Me)人名；(日)马(姓)；(朝)袂；(阿拉伯、柬、老)梅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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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Micah 1 ['maikə] n.弥迦书（略作Mic）；弥迦（希伯来先知）；迈卡（男子名）

348 Michigan 2 ['miʃigən] n.美国密歇根州；密歇根

349 microphones 1 ['maɪkrəfəʊnz] 麦克风

350 Midwest 1 [,mid'west] n.美国的中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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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migh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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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Miles 2 [mailz] n.迈尔斯（男子名）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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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millions 1 ['mɪliənz] n. 数百万；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

355 Minnesota 1 [,mini'səutə] n.明尼苏达州（美国中北部洲）

356 minutes 4 ['mɪnɪts] n. 分钟；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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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Moldova 1 [mɔl'dɔ:və] n.摩尔多瓦（罗马尼亚一地区）

359 moment 2 n.片刻，瞬间，时刻；重要，契机 n.(Moment)人名；(英)莫门特

360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361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362 mo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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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 morning 1 ['mɔ:niŋ] n.早晨；黎明；初期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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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 Mounds 1 土丘 [建]土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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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 mt 3 abbr.磁带（MagneticTape）；平均时间（MeanTime）；军事训练（MilitaryTraining）；主计时器（MasterTimer）

368 mu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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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 my 1 [mai;弱mi] pron.我的 int.哎呀（表示惊奇等）；喔唷 n.(My)人名；(越)美；(老、柬)米

370 name 1 n.名称，名字；姓名；名誉 vt.命名，任命；指定；称呼；提名；叫出 adj.姓名的；据以取名的 n.(Name)人名；(日)滑
(姓)；(英)内姆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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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 nasa 8 ['næsə; 'nei-] abbr.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 n.(Nasa)人名；(塞)纳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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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 near 2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375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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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 newest 1 [nu ɪːst] adj. 最新的 形容词new的最高级形式.

378 news 2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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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none 1 [nʌn] pron.没有人；一个也没有；没有任何东西 adj.没有的，一点没有的 adv.决不，一点也不 n.(None)人名；(葡、罗)诺
内；(日)野根(姓)

381 north 5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382 northeast 1 [,nɔ:θ'i:st] adj.东北的；向东北的；来自东北的 n.东北 adv.向东北；来自东北

383 northern 1 ['nɔ:ðən] adj.北部的；北方的 n.北部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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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 now 3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386 occurs 2 [ə'kɜːz] 动词occur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87 of 4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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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 oh 1 [əu] int.哦；哎呀（表示惊讶或恐惧等）

390 OK 1 ['əu'kei, ,əu'kei, 'əukei] adj.好的；不错的 adv.行；很好 int.好；可以 vt.对…表示同意 n.同意

391 oldest 1 ['əuldist] adj.最老的（old的最高级）；最旧的

392 On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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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 once 3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394 on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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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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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 onl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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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 o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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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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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 other 3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399 our 4 ['auə, ɑ:] pron.我们的

400 ourselves 1 [,auə'selvz, ,ɑ:-] pron.我们自己；我们亲自

401 ou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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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 outside 3 [,aut'said, 'aut'said] adj.外面的，外部的；外来的 n.外部；外观 adv.在外面，向外面；在室外 prep.在…范围之外

403 ove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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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 pancakes 5 ['pænkeɪks] n. 薄煎饼（名词pancake复数形式） v. (飞机)平坠着陆，平降；垂直降落；（使）平伸，（使）平展（动
词panc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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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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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 past 1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408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409 percent 1 [pə'sent] n.百分比，百分率；部分；百分数 adj.百分之…的 adv.以百分之…地

410 perilous 1 ['periləs] adj.危险的，冒险的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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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perseverance 10 [,pɜ:sə'vɪərəns] n.坚持不懈；不屈不挠 n.耐性；毅力

413 perspectives 1 [pəs'pektɪvz] 视角

414 pH 13 [,pi: 'eitʃ] abbr.酸碱度符号（描述氢离子活度的）

415 phase 1 n.月相 n.（月亮的）盈亏 n.时期

416 pick 1 [pik] vi.挑选；采摘；挖 vt.拾取；精选；采摘；掘 n.选择；鹤嘴锄；挖；掩护 n.(Pick)人名；(英、法、德、捷、匈、瑞
典)皮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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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 pieces 1 n.匹头，毛束；件片块个工件零件

419 plain 1 [plein] adj.平的；简单的；朴素的；清晰的 n.平原；无格式；朴实无华的东西 adv.清楚地；平易地 n.(Plain)人名；(英)普
莱恩；(法)普兰

420 planet 6 ['plænit] n.行星 n.(Planet)人名；(法)普拉内；(西、葡)普拉内特

421 planned 1 [plænd] adj.有计划的；根据计划的 v.打算（plan的过去分词）；设计

422 plunges 1 [plʌndʒ] v. 使投入；跳入；栽进；下降，急降，突降 n. 投入；跳入

423 polar 1 ['pəulə] adj.极地的；两极的；正好相反的 n.极面；极线 n.(Polar)人名；(德、西)波拉尔

424 pool 1 [pu:l] n.联营；撞球；水塘；共同资金 vi.联营，合伙经营 vt.合伙经营 n.(Pool)人名；(英、西)普尔；(芬、德)波尔

425 possible 2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426 potentially 1 [pə'tenʃəli] adv.可能地，潜在地

427 powered 1 ['pauəd] adj.有动力装置的；以…为动力的 n.促进（power的过去分词）；给…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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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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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 preview 1 [pri:'vju:] n.预览；试映；事先查看 vt.预览；预演；事先查看

431 probably 2 ['prɔbəbli] adv.大概；或许；很可能

432 probes 1 英 [prəʊb] 美 [proʊb] n. 调查；查究；探针；探测器 v. 用探针测；探测；详细调查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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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 promises 1 ['prɒmɪsɪz] n. 承诺 名词promis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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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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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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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qsi 1 [k'siː ] quality salary increase 按质加薪

438 quite 1 [kwait] adv.很；相当；完全

439 radio 1 ['reidiəu] n.收音机；无线电广播设备 vi.用无线电进行通信 vt.用无线电发送 n.(Radio)人名；(西)拉迪奥

440 rained 1 [reɪnd] 动词r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41 raining 1 ['reɪnɪŋ] adj. 下雨的 动词rain的现在分词形式.

442 re 7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443 ready 1 ['redi] adj.准备好；现成的；迅速的；情愿的；快要…的 n.现款；预备好的状态 adv.迅速地；预先 vt.使准备好 n.(Ready)
人名；(英)雷迪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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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 realms 1 n. 领域（realm的复数）

446 red 5 [red] n.红色，红颜料；赤字 adj.红色的；红肿的，充血的 n.(Red)人名；(英、德)雷德

447 reeling 1 ['riː lɪŋ] n. 喧闹；摇纱；轧管机均整 动词reel的现在分词形式.

448 region 1 ['ri:dʒən] n.地区；范围；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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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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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 retro 1 ['retrəu] n.制动火箭，减速火箭；（服装式样等）重新流行 adj.复古的，（服装式样等）重新流行的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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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 returning 1 v.归还，[计]返回，回复（return的ing形式） n.回归

454 ride 1 vi.骑马；乘车；依靠；漂浮 vt.骑；乘；控制；（骑马、自行车等）穿越；搭乘；飘浮 n.骑；乘坐；交通工具；可供骑行
的路；（乘坐汽车等的）旅行；乘骑；（乘车或骑车的）短途旅程；供乘骑的游乐设施 n.（英）赖德（人名）；（法、
葡）里德（人名）

455 right 2 [rait] adj.正确的；直接的；右方的 vi.复正；恢复平稳 n.正确；右边；正义 adv.正确地；恰当地；彻底地 vt.纠正 n.(Right)
人名；(英)赖特

456 Rivers 1 ['rivə:s] n.里弗斯（人名）；河流州（尼日利亚州名）；河水钻

457 rock 1 [rɔk] n.岩石；摇滚乐；暗礁 vt.摇动；使摇晃 vi.摇动；摇晃 n.(Rock)人名；(英、德、匈、意、瑞典)罗克

458 rocketing 1 英 ['rɒkɪt] 美 ['rɑːkɪt] n. 火箭；芝麻菜；紫花南芥 v. 猛涨；飞快地移动

459 roof 1 [ru:f, ruf] n.屋顶；最高处，顶部；最高限度 vt.给…盖屋顶，覆盖 n.(Roof)人名；(英)鲁夫

460 round 2 [raund] n.圆；循环；一回合；圆形物 adj.圆的；完全的；大概的；肥胖的 adv.在周围；迂回地；朝反方向；挨个 vt.完
成；围捕；绕行；弄圆 vi.进展；变圆；环行；发胖 prep.附近；绕过；大约；在…周围 n.(Round)人名；(英)朗德

461 rover 10 ['rəuvə] n.漫游者；流浪者；漂泊者 n.(Rover)人名；(英)罗弗；(意)罗韦尔

462 rovers 1 n. 巡游者；海上掠夺

463 running 1 ['rʌniŋ] n.运转；赛跑；流出 adj.连续的；流动的；跑着的；运转着的 v.跑；运转（run的ing形式）；行驶 n.(Running)
人名；(英)朗宁

464 rush 1 [rʌʃ] n.冲进；匆促；急流；灯心草 adj.急需的 vt.使冲；突袭；匆忙地做；飞跃 vi.冲；奔；闯；赶紧；涌现 n.(Rush)人
名；(英)拉什

465 safe 1 [seif] adj.安全的；可靠的；平安的 n.保险箱；冷藏室；纱橱 n.(Safe)人名；(几)萨菲

466 safely 2 ['seifli] adv.安全地 稳定地

467 sai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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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 samples 3 ['sɑːmplz] n. 采样；示例 名词sample的复数形式.

469 saying 1 ['seiiŋ] n.话；谚语；言论 v.说（say的ing形式）

470 scene 1 [si:n] n.场面；情景；景象；事件

471 scheduled 2 英 ['ʃedju lːd] 美 ['skedʒəld] adj. 预定的；预先安排的 动词schedu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72 school 2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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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 scientific 1 [,saiən'tifik] adj.科学的，系统的

475 scientists 2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476 scout 1 [skaut] n.搜索，侦察；侦察员；侦察机 vt.侦察；跟踪，监视；发现 vi.侦察；巡视；嘲笑

477 sean 1 [ʃɔ:n] n.肖恩（男子名）

478 search 1 [sə:tʃ] vi.搜寻；调查；探求 vt.搜索；搜寻；调查；搜查；探求 n.搜寻；探究，查究 n.(Search)人名；(英)瑟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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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9 second 1 ['sekənd] n.秒；第二名；瞬间；二等品 vt.支持 adj.第二的；次要的；附加的 num.第二 adv.第二；其次；居第二位 n.
(Second)人名；(法)塞孔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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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 seeing 1 ['si:iŋ] n.看见；视觉；观看；视力 conj.因为；由于；鉴于 adj.看见的；有视觉的 v.看见（see的ing形式）

482 seen 2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483 sending 1 ['sendɪŋ] 发送； 派遣

484 sent 2 [sent] v.送，寄出（send的过去分词） n.(Sent)人名；(德)森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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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 serious 2 ['siəriəs, 'si:r-] adj.严肃的，严重的；认真的；庄重的；危急的

487 service 1 ['sə:vis] n.服务，服侍；服役；仪式 adj.服务性的；耐用的；服现役的 vt.维修，检修；保养 n.(Service)人名；(英)瑟维斯

488 se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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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 seven 3 ['sevən] num.七个，七 n.七个，七 adj.七的；七个的 n.(Seven)人名；(土库、阿塞)谢文；(土)塞文

490 shaped 1 [ʃeipt] adj.合适的；成某种形状的；有计划的 vt.发展；成形（shape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

491 share 1 [ʃεə] vt.分享，分担；分配 vi.共享；分担 n.份额；股份 n.(Share)人名；(阿拉伯)沙雷

492 shelter 1 ['ʃeltə] n.庇护；避难所；遮盖物 vt.保护；使掩蔽 vi.躲避，避难 n.(Shelter)人名；(英)谢尔特

493 shorelines 1 n.海[湖]滨线，海[湖]岸线( shoreline的名词复数 )

494 shout 1 [ʃaut] vi.呼喊；喊叫；大声说 vt.呼喊；大声说 n.呼喊；呼叫

495 show 1 [ʃəu] vt.显示；说明；演出；展出 vi.显示；说明；指示 n.显示；表演；炫耀 n.(Show)人名；(中)邵(普通话·威妥玛)；(英)
肖

496 Sicily 2 ['sisili] n.西西里岛（意大利一岛名）

497 side 1 [said] n.方面；侧面；旁边 vi.支持；赞助；偏袒 adj.旁的，侧的 vt.同意，支持 n.(Side)人名；(英)赛德

498 sight 1 [sait] n.视力；景象；眼界；见解 vt.看见；瞄准 vi.瞄准；观看 adj.见票即付的；即席的

499 sights 1 [saɪts] n. 风景；名胜；瞄准器 名词sight的复数形式

500 signals 1 ['sɪɡnəl] n. 信号；标志 v. (发信号)通知、表示 adj. 显著的

501 sized 1 [saizd] adj.有…大小的 v.相比（size的过去分词）；按大小分类

502 sky 1 [skai] n.天空；顶点 vt.把…投向空中；把…挂得过高 vi.踢或击高空球；把桨叶翘得过高；飞涨 n.(Sky)人名；(英)斯凯

503 slush 1 [slʌʃ] n.烂泥；污水；水泥砂浆；胡说八道 vt.溅湿；给…灌砂浆；给…上润滑油 vi.溅泼；在融雪中走

504 snow 1 [snəu] n.雪，积雪；下雪 vi.降雪 vt.使纷纷落下；使变白 n.(Snow)人名；(英)斯诺

505 snowy 1 ['snəui] adj.下雪的，多雪的；被雪覆盖的；洁白无瑕的

506 s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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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 software 1 ['sɔftwεə, 'sɔ:-] n.软件

508 soil 1 [sɔil] n.土地；土壤；国家；粪便；务农；温床 vt.弄脏；污辱 vi.变脏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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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 sounds 2 ['saʊndz] n. 声音，响声（名词sound的复数形式） v. 听起来；感觉起来；发出声音；发音（动词sound的第三人称单数
形式）

511 space 4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512 spacecraft 3 ['speiskrɑ:ft, -kræft] n.[航]宇宙飞船，航天器

513 specifically 1 [spi'sifikəli] adv.特别地；明确地

514 spherical 1 ['sferikəl, 'sfiə-] adj.球形的，球面的；天体的

515 spin 1 [spin] vi.旋转；纺纱；吐丝；晕眩 vt.使旋转；纺纱；编造；结网 n.旋转；疾驰

516 spirits 1 ['spɪrɪts] n. 精力；情绪；烈酒 名词spirit的复数形式.

517 sprayed 1 [spreɪ] v. 喷雾；喷射；扫射 n. 喷雾；喷雾器；水沫

518 starts 1 [s'tɑ tːs] v. 开始；启动；开创（star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 开始；开创（名词start的复数形式）

519 state 1 [steit] n.国家；州；情形 vt.规定；声明；陈述 adj.国家的；州的；正式的 n.(State)人名；(罗、瑞典)斯塔特；(英)斯泰特

520 States 2 n.州，国家（state的复数形式） vt.声明（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陈述

521 status 1 n.地位；状态；情形；重要身份

522 sti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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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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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storms 2 英 [stɔː m] 美 [stɔː rm] n. 暴风雨 v. 起风暴；猛攻；暴怒；捣毁

524 stream 1 [stri:m] n.溪流；流动；潮流；光线 vi.流；涌进；飘扬 vt.流出；涌出；使飘动

525 streams 1 [st'riː mz] n. 流；溪流 名词stream的复数形式.

526 strongly 1 ['strɔŋli, 'strɔ:ŋ-] adv.强有力地；坚强地；激烈地；气味浓地

527 studying 1 ['stʌdi] n. 研究；学习；学科；书房；(绘画或文学)习作；练习曲；沉思；记忆力…的人；台词记得…的人 v. 研究；
学习；读书；仔细观察；努力

528 subject 1 ['sʌbdʒikt, -dʒe-, səb'dʒekt] n.主题；科目；[语]主语；国民 adj.服从的；易患…的；受制于…的 vt.使…隶属；使屈从于…

529 subscribing 1 [səb'skraɪb] vt. 订阅；签名；支持；捐赠；同意

530 succeeds 2 [sək'siː d] v. 成功；继承；接着发生

531 suddenly 1 ['sʌdnli] adv.突然地；忽然

532 super 2 ['sju:pə] adj.特级的；极好的 n.特级品，特大号；临时雇员 n.(Super)人名；(英)休珀

533 sure 1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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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 surrounding 1 [sə'raundiŋ] adj.周围的，附近的 n.环境，周围的事物

536 swim 2 [swim] vi.游泳；漂浮；浸；眩晕 vt.游过；使浮起 n.游泳；漂浮；眩晕 adj.游泳时穿戴的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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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 talking 2 ['tɔ:kiŋ] adj.说话的，多嘴的；有表情的 n.讲话，谈论 v.谈论；讲话（talk的ing形式） n.(Talking)人名；(英)托金

539 teaches 1 ['tiː tʃɪz] v. 教；教导；教授；教训（动词teach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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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 technology 1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542 temperature 1 n.温度；体温；气温；发烧

543 temperatures 2 ['temprətʃəz] 温度

544 tend 1 [tend] vi.趋向，倾向；照料，照顾 vt.照料，照管

545 terms 1 [tə:mz] n.地位，关系；[法]条款；术语；措辞；价钱（term的复数形式） v.把…称为（term的三单形式）

546 terrain 1 [te'rein, tə-, 'terein] n.[地理]地形，地势；领域；地带

547 terror 1 ['terə] n.恐怖；恐怖行动；恐怖时期；可怕的人 n.(Terror)人名；(南非)特罗尔

548 texas 1 ['teksəs] n.德克萨斯州（美国州名）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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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 thank 1 [θæŋk] vt.感谢 n.感谢 int.谢谢

551 that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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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 the 78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553 their 2 [ðεə, 弱ðər] pron.他们的，她们的；它们的 n.(Their)人名；(英)蒂尔；(芬、瑞典)泰尔

554 them 4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555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556 there 5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557 these 5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558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559 thinking 1 ['θiŋkiŋ] adj.思考的；思想的；有理性的；好思考的 n.思考；思想；想法；意见；见解 v.思考（think的现在分词）

560 this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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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562 thou 1 [ðau] pron.你；尔，汝（古时候的叫法） n.(Thou)人名；(法、柬)图

563 threaten 1 ['θretən] vt.威胁；恐吓；预示 vi.威胁；可能来临

564 throug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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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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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 to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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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 today 2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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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8 too 2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569 touch 1 [tʌtʃ] vt.接触；触动；使轻度受害 vi.触摸；涉及；接近；提到 n.接触；触觉；格调；少许 n.(Touch)人名；(柬)杜；(英)
陶奇

570 towards 1 [tə'wɔ:dz, tu-, 'təuədz, twɔ:dz] prep.朝，向；对于；有助于

571 transcript 1 ['trænskript, 'trænz-, 'trɑ:n-] n.成绩单；抄本，副本；文字记录

572 travel 2 ['trævəl] vi.旅行；行进；步行；交往 vt.经过；在…旅行 n.旅行；游历；漫游

573 traveling 1 ['trævəliŋ] adj.旅行（用）的；移动的 v.旅行（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 n.走步（等于walking）

574 treacherous 1 ['tretʃərəs] adj.奸诈的，叛逆的，背叛的；危险的；不牢靠的

575 tremendous 1 adj.极大的，巨大的；惊人的；极好的

576 tricky 1 adj.狡猾的；机警的；棘手的

577 trivia 1 ['triviə] n.琐事

578 try 1 [trai] vt.试图，努力；试验；审判；考验 vi.尝试；努力；试验 n.尝试；努力；试验 n.(Try)人名；(英、印尼)特里；(柬)德里

579 tube 1 [tju:b, tu:b] n.管；电子管；隧道；电视机 vt.使成管状；把…装管；用管输送 vi.乘地铁；不及格

580 turn 1 vt.转动，使旋转；转弯；翻过来；兑换 vi.转向；转变；转动 n.转弯；变化；(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行为，举动，举止 n.
(Turn)人名；(德、匈)图恩

581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582 tyler 2 ['tailə] n.泰勒（男子名）；秘密会所看守人（共济会的）

583 typical 1 ['tipikəl] adj.典型的；特有的；象征性的

584 unappetizing 1 ['ʌn'æpitaiziŋ] adj.引不起食欲的

585 undergo 1 [,ʌndə'gəu] vt.经历，经受；忍受

586 underwater 1 ['ʌndə'wɔ:tə] adj.在水中的；水面下的 adv.在水下 n.水下

587 unfold 1 [,ʌn'fəuld] vt.打开；呈现 vi.展开；显露

588 unidentified 6 adj.未经确认的；未辨别出的，身份不明的

589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590 unleashing 1 [ʌn'liː ʃ] v. 解开 ... 的皮带；解除 ... 的束缚；释放

591 unlike 1 [,ʌn'laik] adj.不同的，不相似的 prep.和…不同，不像

592 u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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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 updated 1 [ʌp'deɪtɪd] adj. 更新的；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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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 us 2 pron.我们

596 various 1 ['vεəriəs] adj.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

597 ve 1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598 version 1 ['və:ʃən] n.版本；译文；倒转术

599 ve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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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video 4 ['vidiəu] n.[电子]视频；录像，录像机；电视 adj.视频的；录像的；电视的 v.录制

601 views 1 [v'juːz] n. 见解 名词view的复数形式.

602 volcano 1 [vɔl'keinəu] n.火山

603 volcanoes 3 英 [vɒl'keɪnəʊ] 美 [vɑ lː'keɪnoʊ] n. 火山

604 vortex 1 ['vɔ:teks] n.[航][流]涡流；漩涡；（动乱，争论等的）中心；旋风

605 voyage 1 ['vɔiidʒ] n.航行；航程；旅行记 vi.航行；航海 vt.飞过；渡过

606 waking 1 ['weikiŋ] adj.醒着的 v.醒来，唤醒；唤起（记忆）（wake的现在分词形式）

607 wants 1 ['wɒnts] n.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608 warmer 1 n.取暖器；加热器；加热工人 adj.warm的比较级，更加温暖的

609 warning 1 ['wɔ:niŋ] n.警告；预兆；预告 adj.警告的；引以为戒的 v.警告（warn的ing形式） n.(Warning)人名；(德)瓦宁

610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611 watching 1 ['wɔtʃiŋ] vt.观看，守望；监视，注意（watch现在分词）

612 wate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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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 waves 2 [weivz] n.[物][军]波（wave的复数形式） v.波动；起伏（wav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挥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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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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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 w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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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 weather 3 ['weðə] n.天气；气象；气候；处境 vt.经受住；使风化；侵蚀；使受风吹雨打 vi.风化；受侵蚀；经受风雨 adj.露天
的；迎风的 n.(Weather)人名；(英)韦瑟

617 week 2 [wi:k] n.周，星期

618 weekend 2 [,wi:k'end, 'wi:kend] n.周末，周末休假；周末聚会 adj.周末的，周末用的 vi.度周末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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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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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 wh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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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 whe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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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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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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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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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 whi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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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 who 2 pron.谁；什么人

628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629 wil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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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 winter 4 ['wintə] n.冬季；年岁；萧条期 vi.过冬 adj.冬天的；越冬的 n.(Winter)人名；(英、德、匈、罗、捷、西、芬、瑞典、法)
温特

631 with 7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632 with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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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 wondering 1 ['wʌndəriŋ] adj.疑惑的；觉得奇怪的 v.想知道（wonder的ing形式）；惊奇

634 wor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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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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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7 year 3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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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 yesterday 3 ['jestədi,-dei] n.昨天；往昔 adv.昨天

640 you 8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641 your 3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642 zero 1 ['ziərəu, 'zi:rəu] n.零点，零度 num.零 n.(Zero)人名；(意)泽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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