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nn10 2021-04-05 词汇表词汇表

1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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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bo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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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bove 1 [ə'bʌv] prep.超过；在……上面；在……之上 adv.在上面；在上文 adj.上文的 n.上文

5 according 1 adj.相符的；一致的；相应的；和谐的；调和的 adv.依照；根据；按照 v.给予(accord的现在分词)；使和谐一致；使
符合；使适合

6 achieving 1 [ə'tʃiː v] v. 完成；达到；实现

7 acquire 1 [ə'kwaiə] vt.获得；取得；学到；捕获

8 across 2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9 acting 1 ['æktiŋ] adj.代理的；装腔作势的 n.演技；演戏；假装

10 actually 7 adv.实际上；事实上

11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12 administration 1 [əd,mini'streiʃən] n.管理；行政；实施；行政机构

13 adolescent 1 [,ædəu'lesnt] adj.青春期的；未成熟的 n.青少年

14 adult 1 ['ædʌlt, ə'dʌlt] adj.成年的；成熟的 n.成年人

15 advantage 2 [əd'vɑ:ntidʒ, əd'væn-] n.优势；利益；有利条件 vi.获利 vt.有利于；使处于优势

16 advocates 1 ['ædvəkeɪt] v. 提倡；主张 n. 拥护者；提倡者；律师；辩护者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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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i 6 [ai] abbr.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 n.(Ai)人名；(中)艾(普通话·威妥玛)；(日)爱(名)

19 air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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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lexa 5 [ə'leksə] n.一家专门发布网站世界排名的网站；亚莉克莎（女子名）

21 algorithms 1 ['ælɡərɪðəm] n. 算法

22 al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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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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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lways 3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25 amazon 39 ['æməzɔn] 亚马逊；古希腊女战士

26 America 2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27 amount 2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28 an 1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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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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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answer 1 ['ɑ:nsə, 'æn-] vt.回答；符合 vi.回答；符合 n.回答；答案；答辩

32 anti 7 ['ænti, -tai] adj.反对的 n.反对者，反对论者 n.(Anti)人名；(意)安蒂；(阿拉伯)安提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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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app 2 [æp] abbr.应用（Application）；穿甲试验（ArmorPiercingProof） n.(App)人名；(英)阿普

35 April 1 ['eiprəl] n.四月

36 ar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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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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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artificial 4 [,ɑ:ti'fiʃəl] adj.人造的；仿造的；虚伪的；非原产地的；武断的

39 as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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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assistant 1 [ə'sistənt] n.助手，助理，助教 adj.辅助的，助理的；有帮助的

41 associate 1 [ə'səuʃieit, ə'səuʃiət, -eit] vi.交往；结交 n.同事，伙伴；关联的事物 vt.联想；使联合；使发生联系 adj.副的；联合的

42 associates 2 英 [ə'səʊʃieɪt] 美 [ə'soʊʃieɪt] vt. 联想；联合 n. 伙伴；同事；同伴 adj. 副的；共事的；有联系的 n. 准学士学位获得者 vi.
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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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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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average 2 n.平均；平均数；海损 adj.平均的；普通的；通常的 vt.算出…的平均数；将…平均分配；使…平衡 vi.平均为；呈中
间色

45 away 2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46 back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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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balto 1 巴尔托

48 bar 1 n.条，棒；酒吧；障碍；法庭 vt.禁止；阻拦 prep.除……外 n.(Bar)人名；(阿拉伯、德、法、俄、罗、捷、波、葡、以)巴
尔

49 barely 1 ['bεəli] adv.仅仅，勉强；几乎不；公开地；贫乏地

50 bargaining 1 ['bɑ:giniŋ] n.讨价还价；交易；交涉 v.讨价还价；交易（bargain的ing形式）

51 basically 1 ['beisikəli] adv.主要地，基本上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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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beat 1 [bi:t] vt.打；打败 vi.打；打败；拍打；有节奏地舒张与收缩 n.拍子；敲击；有规律的一连串敲打 adj.筋疲力尽的；疲惫不
堪的 n.(Beat)人名；(德)贝亚特

54 because 7 [bi'kɔz] conj.因为

55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56 becomes 1 [bɪ'kʌm] v. 变成；成为；变得；适合（某人）；使（人）显得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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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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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behind 1 [bi'haind] prep.落后于；支持；晚于 adv.在后地；在原处 n.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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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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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benefit 2 n.利益，好处；救济金 vt.有益于，对…有益 vi.受益，得益

63 better 1 [betə] n.长辈；较好者；打赌的人（等于bettor） adv.更好的；更多的；较大程度地 adj.较好的 vt.改善；胜过 vi.变得较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64 bezos 4 n. 贝索斯

65 bi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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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bigger 1 [bɪgə] adj. 更大的 形容词big的比较级.

67 billion 1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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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biscuits 1 ['bɪskɪts] n. 饼干；小甜面包 名词biscuit的复数形式.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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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book 1 n.书籍；卷；账簿；名册；工作簿 vt.预订；登记 n.(Book)人名；(中)卜(广东话·威妥玛)；(朝)北；(英)布克；(瑞典)博克

72 books 2 ['bʊks] n. 帐目；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

73 bot 1 [bɔt] n.马蝇幼虫，马蝇 n.(Bot)人名；(俄、荷、罗、匈)博特；(法)博

74 brilliance 1 ['briljəns,-jənsi] n.光辉；才华；宏伟

75 build 2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76 bumps 1 [bʌmp] v. 碰撞；颠簸而行；提高 n. 肿块；撞击；表面隆起 adv. 突然的；猛烈的

77 business 9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78 businesses 2 ['bɪznəsɪz] n. 店铺，商行（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

79 bu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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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buy 1 [bai] vt.购买；获得；贿赂 vi.买，采购 n.购买，买卖；所购的物品 n.(Buy)人名；(法)比伊

81 buys 1 [baɪ] vt. 购买；买；获得；收买；<俚>相信 vi. 买 n. 购买；便宜货

82 b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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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cameras 3 ['kæmərəz] 照相机； 暗箱； 摄像机； 摄影机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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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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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Cannes 1 [kæn] n.戛纳（法国港市）

86 cares 1 n. 关心 名词care的复数形式.

87 Carl 2 [kɑ:l] n.卡尔（男名）

88 cart 1 [kɑ:t] n.二轮运货马车 vt.用车装载 vi.驾运货马车；用运货车运送 n.(Cart)人名；(法)卡尔；(英、芬)卡特

89 case 3 [keis] n.情况；实例；箱 vt.包围；把…装于容器中 n.(Case)人名；(英)凯斯；(西)卡塞；(法)卡斯

90 cases 1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91 cashier 1 n.出纳员；司库；收银员 vt.解雇；抛弃

92 ceiling 1 ['si:liŋ] n.天花板；上限

93 centered 1 ['sentəd] adj.居中的；有圆心的 v.集中；居中（c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94 certainly 2 ['sə:tənli] adv.当然；行（用于回答）；必定

95 challenge 4 n.挑战；怀疑 vt.向…挑战；对…质疑

96 challenges 1 ['tʃælɪndʒ] n. 挑战；邀请比赛；盘问；质疑 v. 向 ... 挑战；盘问；质疑

97 changed 1 [tʃeɪndʒd] adj.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8 charged 1 [tʃɑ:dʒd] adj.带电的；充满感情的；气氛紧张的 vt.填充

99 choice 2 [tʃɔis] n.选择；选择权；精选品 adj.精选的；仔细推敲的

100 Clinton 1 n.克林顿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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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cloud 2 [klaud] n.云；阴云；云状物；一大群；黑斑 vt.使混乱；以云遮敝；使忧郁；玷污 vi.阴沉；乌云密布 n.(Cloud)人名；
(法)克卢；(英)克劳德

103 cnn 4 [ˌsiː en'en] abbr. 美国有线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

104 college 2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105 comes 1 ['kɔmis] v.来自；从…来（come的三单形式） n.伴引血管；伴星 n.(Comes)人名；(法)科姆；(德、西、意)科梅斯

106 companies 3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107 company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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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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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competitors 2 [kəm'petɪtəz] 竞争对手

110 complicated 1 ['kɔmplikeitid] adj.难懂的，复杂的

111 computer 1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112 computing 2 [kəm'pju:tiŋ] n.计算；处理；从事电脑工作 v.计算（compute的现在分词形式）

113 concerns 2 [kən'sɜːnz] n.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

114 constantly 1 ['kɔnstəntli] adv.不断地；时常地

115 consumer 2 [kən'sju:mə] n.消费者；用户，顾客

116 consumers 4 [kən'sjuːməs] n. 顾客 名词consumer的复数形式.

117 content 2 ['kɔntent] n.内容，目录；满足；容量 adj.满意的 vt.使满足 n.(Content)人名；(法)孔唐

118 context 1 ['kɔntekst] n.环境；上下文；来龙去脉

119 convince 1 [kən'vins] vt.说服；使确信，使信服

120 cops 1 [kɒps] n. 堆；顶；警察 名词cop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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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core 1 [kɔ:] n.核心；要点；果心；[计]磁心 vt.挖...的核 n.(Core)人名；(英)科尔；(西、意)科雷

123 corona 1 [kə'rəunə] n.[物]电晕；日冕；冠状物 n.(Corona)人名；(罗、葡、西、意、英)科罗纳，科罗娜(女名)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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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costs 1 ['kɒsts] n. 费用；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

126 course 1 n.科目；课程；过程；进程；道路；路线，航向；一道菜 vt.追赶；跑过 vi.指引航线；快跑

127 criticized 1 ['krɪtɪsaɪz] v. 批评；挑剔；评论；非难；吹毛求疵

128 customer 3 ['kʌstəmə] n.顾客；家伙

129 customers 4 ['kʌstəməz] n. 顾客；<口>家伙 名词customer的复数形式

130 data 1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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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date 1 [deit] n.日期；约会；年代；枣椰子 vi.过时；注明日期；始于（某一历史时期） vt.确定…年代；和…约会 n.(Date)人名；
(日)伊达(姓)；(英)戴特

132 David 1 ['deivid] n.大卫；戴维（男子名）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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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debate 3 [di'beit] vt.辩论，争论，讨论 vi.辩论，争论，讨论 n.辩论；辩论会

135 decades 1 n.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

136 delivering 1 v.发表（deliver的ing形式）；投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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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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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determined 1 [di'tə:mind] adj.决定了的；坚决的 v.决定；断定（determine的过去分词）

140 difference 1 n.差异；不同；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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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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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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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divert 1 [dai'və:t, di-] vt.转移；使…欢娱；使…转向 vi.转移 n.(Divert)人名；(法)迪韦尔

145 d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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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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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dog 1 [dɔg, dɔ:g] n.狗；丑女人；卑鄙的人；(俚)朋友 vt.跟踪；尾随

148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149 dollars 1 n. 美元（dollar的复数）

150 dominance 1 ['dɔminəns,-nənsi] n.优势；统治；支配

151 dominate 2 ['dɔmineit] vt.控制；支配；占优势；在…中占主要地位 vi.占优势；处于支配地位

152 done 2 adj.已完成的；做好了的；煮熟的；合乎礼仪的；合乎规矩 int.表示接受建议 v.做（do的过去分词） n.（西、罗）多内
（人名）；（英）多恩（人名）

153 dow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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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drive 2 [draiv] vi.开车；猛击；飞跑 vt.推动，发动（机器等）；驾驶（马车，汽车等）；驱赶 n.驱动器；驾车；[心理]内驱力，
推进力；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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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earliest 1 英 ['ɜ lːiɪst] 美 ['ɜ rːliɪst] n. 最早 adj. 最早的

157 easy 2 ['i:zi] adj.容易的；舒适的 adv.不费力地，从容地 vi.停止划桨 vt.发出停划命令

158 edition 1 [i'diʃən] n.版本 版次 集

159 effect 1 [i'fekt] n.影响；效果；作用 vt.产生；达到目的

160 effected 1 [ɪ'fekt] n. 效应；结果；影响；印象；效果；要旨 v. 使产生；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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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fficiency 1 [i'fiʃənsi] n.效率；效能；功效

163 efficient 1 [i'fiʃənt] adj.有效率的；有能力的；生效的

164 either 1 adj.两者之中任一的；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任何一个 conj.也（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根本 pron.任一，两方，随
便哪一个；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

165 else 2 [els] adv.其他；否则；另外 adj.别的；其他的 n.(Else)人名；(英)埃尔斯；(德)埃尔泽；(芬、丹)埃尔塞

166 employee 1 [,emplɔi'i:, em'plɔii:] n.雇员；从业员工

167 employees 3 [ˌemplɔɪ'iː ] n. 受雇者；雇工；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

168 employments 1 n.雇用( employment的名词复数 ); 使用; 职业; 有益的活动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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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enforcement 1 [in'fɔ:smənt] n.执行，实施；强制

171 enjoy 1 [in'dʒɔi] vt.欣赏，享受；喜爱；使过得快活

172 et 2 [i:ti:] conj.（拉丁语）和（等于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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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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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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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evolution 1 [,i:və'lu:ʃən, ,ev-] n.演变；进化论；进展

176 exactly 1 [ig'zæktli] adv.恰好地；正是；精确地；正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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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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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perience 2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180 expressed 1 [ɪk'spres] n. 快车；快递；专使 adj. 明确的；急速的；直接的 adv. 用快递 vt. 表达；表示；挤压出；快递

181 facebook 1 ['feɪsbʊk] n. 肖像影集；脸谱网或脸书网（知名社交网站） v.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

182 faced 1 [feist] adj.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有…表面的 v.面对（face的过去分词）

183 fact 1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184 familiar 1 [fə'miljə] adj.熟悉的；常见的；亲近的 n.常客；密友 n.(Familiar)人名；(西)法米利亚尔

185 fdc 1 n. 补偿地层密度测井(设备设计标准)

186 feelings 1 ['fiː lɪŋs] n. 情感 名词feeling的复数形式.

187 female 16 ['fi:meil] adj.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n.女人；[动]雌性动物

188 few 3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189 field 2 ['fi:ld] n.领域；牧场；旷野；战场；运动场 vi.担任场外队员 adj.扫描场；田赛的；野生的 vt.把暴晒于场上；使上场 n.
(Field)人名；(英、法、德、葡)菲尔德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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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fir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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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five 1 [faiv] n.五，五个；五美元钞票 num.五，五个 adj.五的；五个的 n.(Five)人名；(挪)菲弗

193 for 18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94 forbes 1 ['fɔ:bəz] n.福布斯（美国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美国出版及媒体集团）；福布斯（姓氏）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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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forming 1 ['fɔː mɪŋ] n. 形成(成形法；模锻) v. 形成

197 found 2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198 founded 1 [faʊnd] v. 建立；创立；创办；熔铸；找到，发现（动词fi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9 founder 1 ['faundə] vi.失败；沉没；倒塌；变跛 vt.破坏；使摔倒；垮掉 n.创始人；建立者；翻沙工

200 from 8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01 ftc 1 [ˌeftiː 'siː ] abbr. 美国联邦贸易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202 fulfilling 1 [fʊl'fɪlɪŋ] adj. 令人高兴的；令人满意 动词fulfill的现在分词形式.

203 fulfillment 1 n.履行；实行；满足（感）

204 fundamentally 1 [,fʌndə'mentli] adv.根本地，从根本上；基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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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game 1 [geim] n.游戏；比赛 adj.勇敢的 vi.赌博 n.(Game)人名；(英)盖姆；(法)加姆；(西)加梅

207 get 2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208 give 1 [giv] vt.给；产生；让步；举办；授予 n.弹性；弯曲；伸展性 vi.捐赠；面向；有弹性；气候转暖 n.(Give)人名；(意)吉韦

209 globe 1 [gləub] n.地球；地球仪；球体 vt.使…成球形 vi.成球状

210 go 6 vi.走；达到；运转；趋于 n.去；进行；尝试 vt.忍受；出产；以…打赌 （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
gone现在分词g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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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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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going 5 ['gəuiŋ] n.行为；离去；工作情况；地面状况 adj.流行的；进行中的；现存的 v.前进；出发；运转（go的ing形式） n.
(Going)人名；(英)戈因

214 gone 1 [gɔn] adj.离去的；死去的；用光的 v.去（go的过去分词）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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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goods 1 [gudz] n.商品；动产；合意的人；真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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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google 1 [gu:gl] 谷歌；谷歌搜索引擎

218 go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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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government 2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220 grab 2 [græb] vt.攫取；霸占；将…深深吸引 vi.攫取；夺取 n.攫取；霸占；夺取之物

221 graduated 2 ['grædjueitid, -dʒu-] adj.累进的；分等级的；毕了业的；为毕业生设立的 v.使毕业；毕业（graduate的过去分词）；
使…升级

222 Greater 1 ['greitə] adj.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

223 grew 2 [gru:] v.成长，种植（grow的过去式） n.(Grew)人名；(芬)格雷夫；(英、葡)格鲁

224 grocery 1 ['grəusəri] n.食品杂货店 食品杂货

225 grow 1 [grəu] vi.发展；生长；渐渐变得… vt.使生长；种植；扩展 n.(Grow)人名；(英)格罗

226 growing 4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227 grown 2 [grəun] adj.长大的；成年的；长满某物的 v.生长；变成；栽培（grow的过去分词）

228 ha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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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half 1 [hɑ:f, hæf] n.一半；半场；半学年 adv.一半地；部分地 adj.一半的；不完全的；半途的 n.(Half)人名；(阿拉伯)哈勒夫；(德)
哈尔夫；(英)哈夫

230 har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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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has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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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hav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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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234 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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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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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heck 1 [hek] int.真见鬼（hell的委婉说法） n.饲草架 n.(Heck)人名；(德)黑克；(葡、西、法)埃克；(英)赫克

237 helped 1 [help] v. 帮助；有助于；促进；擅自拿取；（不）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 帮助；援助；帮手；佣人；仆人 int. 救命！

238 helps 1 ['helps] v. 帮助；有助于；促进（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39 her 2 pron.她（she的宾格）；她的（she的所有格）；她（指某个国家；一艘船） n.（法）埃尔（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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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hi 1 [hai] int.嗨！（表示问候或用以唤起注意） n.(Hi)人名；(柬)希

242 hig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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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hiring 1 ['haiəriŋ] n.雇用；租用 v.雇用（hire的ing形式）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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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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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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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however 1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接副词或形容词）；然而；可是 conj.无论以何种方式;不管怎样

248 huge 2 [hju:dʒ] adj.巨大的；庞大的；无限的 n.(Huge)人名；(英)休奇

249 hundreds 1 ['hʌndrədz] n. 数百；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

250 identifies 1 [aɪ'dentɪfaɪ] vt. 鉴定；识别，辨认出，认出；认明；把…看成一样 vi. 认同；感同身受

251 if 3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252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253 impossible 2 [im'pɔsəbl] adj.不可能的；不可能存在的；难以忍受的；不真实的 n.不可能；不可能的事

254 improve 1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255 in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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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increased 1 [ɪn'kriː 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7 increasing 1 [in'kri:siŋ] adj.越来越多的，渐增的 v.增加，加大（increase的ing形式）

258 incredible 1 adj.难以置信的，惊人的；极好的

259 infamous 1 ['infəməs] adj.声名狼藉的；无耻的；邪恶的；不名誉的

260 infancy 2 ['infənsi] n.初期；婴儿期；幼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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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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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intelligence 4 n.智力；情报工作；情报机关；理解力；才智，智慧；天分

263 intense 1 [in'tens] adj.强烈的；紧张的；非常的；热情的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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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invested 1 [ɪn'vest] v. 投资；投入

266 investigations 1 [ɪnvestɪ'ɡeɪʃnz] 调查

267 investors 2 [ɪn'vestəz] 投资者

268 involved 1 [in'vɔlvd] adj.有关的；卷入的；复杂的 v.涉及；使参与；包含（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69 is 4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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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it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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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item 5 n.条款，项目；一则；一件商品（或物品） adj.又，同上 v.记下；逐条列出

273 its 1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274 itself 1 [it'self] pron.它自己；它本身

275 jeff 3 [dʒef] n.杰夫（男子名，等于Jeffrey）

276 jobs 2 [dʒɔbs] n.工作（job的复数形式）

277 judge 1 [dʒʌdʒ] vt.判断；审判 n.法官；裁判员 vi.审判；判决 n.(Judge)人名；(英)贾奇

278 jus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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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justice 1 ['dʒʌstis] n.司法，法律制裁；正义；法官，审判员 n.(Justice)人名；(英)贾斯蒂斯，贾斯蒂丝(女名)

280 kept 1 [kept] adj.受人资助控制的 v.保持；维持；保管（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81 key 2 [ki:] n.（打字机等的）键；关键；钥匙 vt.键入；锁上；调节…的音调；提供线索 vi.使用钥匙 adj.关键的 n.(Key)人名；
(英)基；(德、荷、瑞典)凯

282 ki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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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know 4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284 lack 1 [læk] vt.缺乏；不足；没有；需要 vi.缺乏；不足；没有 n.缺乏；不足 n.(Lack)人名；(老)拉；(英、法、意、葡、匈)拉
克；(匈)洛克

285 laid 1 [leid] v.放；铺设；安排（lay的过去分词） adj.松弛的；从容不迫的 n.(Laid)人名；(瑞典)莱德

286 laptop 1 n.膝上型轻便电脑，笔记本电脑

287 lar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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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la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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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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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law 2 [lɔ:] n.法律；规律；法治；法学；诉讼；司法界 vi.起诉；控告 vt.控告；对…起诉 n.(Law)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刘；
(英、缅、柬)劳

291 lawyer 1 ['lɔ:jə] n.律师；法学家 n.(Lawyer)人名；(英)劳耶

292 learning 5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293 Lena 1 ['li:nə] n.莉娜（女子名，等于Helena）；勒拿河（西伯利亚中部河流）

294 less 5 [les] adv.较少地；较小地；更小地 adj.较少的；较小的 prep.减去 n.较少；较小 n.(Less)人名；(德、意、匈、芬)莱斯

295 letter 1 ['letə] n.信；字母，文字；证书；文学，学问；字面意义 vt.写字母于 vi.写印刷体字母 n.(Letter)人名；(英)莱特

296 level 1 ['levəl] n.水平；标准；水平面 adj.水平的；平坦的；同高的 vi.瞄准；拉平；变得平坦 vt.使同等；对准；弄平 n.(Level)人
名；(法)勒韦尔

297 leverage 1 n.手段，影响力；杠杆作用；杠杆效率 v.利用；举债经营

298 lik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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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lined 1 [laɪnd] adj. 具线纹的；衬里的 动词l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00 lines 2 [laɪnz] n. (剧本中的)台词；诗歌；线条；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

301 listening 1 ['lisəniŋ] adj.收听的；助听的 n.倾听 v.听（listen的ing形式）

302 literally 1 adv.照字面地；逐字地；不夸张地；正确地；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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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litigated 1 ['lɪtɪɡeɪt] v. 对簿法庭；在法庭相争；诉讼

304 load 1 [ləud] n.负载，负荷；工作量；装载量 vi.[力]加载；装载；装货 vt.使担负；装填

305 located 1 英 [ləʊ'keɪtɪd] 美 ['loʊkeɪtɪd] adj. 处于；位于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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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loo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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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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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losses 1 ['lɒsɪz] n. 损耗 名词loss的复数形式.

310 lost 1 [lɔst, lɔ:st] adj.失去的；丧失的；迷惑的 v.遗失（lose的过去分词）；失败

311 lot 3 n.份额；许多；命运；阄 adv.（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很，非常；（与动词连用）非常 pron.大量，许多 vt.分组，把…划
分（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312 low 3 [ləu] adj.低的，浅的；卑贱的；粗俗的；消沉的 adv.低声地；谦卑地，低下地 n.低；低价；低点；牛叫声 vi.牛叫 n.(Low)
人名；(英、德)洛

313 low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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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machine 4 [mə'ʃi:n] n.机械，机器；机构；机械般工作的人 vt.用机器制造 n.(Machine)人名；(意)马基内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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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magazine 1 n.杂志；弹药库；胶卷盒

317 mai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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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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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male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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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mall 1 [mɔ:l] n.购物商场；林荫路；铁圈球场 n.(Mall)人名；(英)玛尔(女子教名Mary的昵称)；(阿拉伯)迈勒；(尼)马尔

321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322 maps 1 n. 地图 名词map的复数形式.

323 market 3 ['mɑ:kit] n.市场；行情；股票市场；市面；集市；销路；商店 vt.在市场上出售 vi.做买卖 n.(Market)人名；(塞)马尔凯特

324 marketplace 1 ['mɑ:kitpleis] n.市场；商场；市集

325 massive 2 ['mæsiv] adj.大量的；巨大的，厚重的；魁伟的

326 may 2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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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meant 1 [ment] v.意味；打算（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表示…的意思

329 message 1 ['mesidʒ] n.消息；差使；启示；预言；广告词 vi.报信，报告；[通信]报文 vt.通知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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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minimum 1 ['miniməm] n.最小值；最低限度；最小化；最小量 adj.最小的；最低的

332 mobile 1 adj.可移动的；机动的；易变的；非固定的 n.移动电话

333 model 2 ['mɔdəl] n.模型；典型；模范；模特儿；样式 vt.模拟；塑造；模仿 vi.做模型；做模特儿 adj.模范的；作模型用的 n.
(Model)人名；(德、俄、英)莫德尔

334 monitor 1 n.监视器；监听器；监控器；显示屏；班长 vt.监控

335 monopoly 6 [mə'nɔpəli] n.垄断；垄断者；专卖权

336 mood 1 [mu:d] n.情绪，语气；心境；气氛 n.(Mood)人名；(英)穆德；(瑞典)莫德

337 mor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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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mos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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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340 movies 1 [muːvɪz] n. 电影；电影业；电影院 名词movie的复数形式.

341 muc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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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multiple 1 ['mʌltipl] adj.多重的；多样的；许多的 n.倍数；[电]并联

343 music 1 ['mju:zik] n.音乐，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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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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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net 1 [net] n.网；网络；净利；实价 vi.编网 vt.得到；净赚；用网捕 adj.纯粹的；净余的 n.(Net)人名；(法)内

346 networks 1 英 ['netwɜːk] 美 ['netwɜ rːk] n. 网点；网络；网状系统；广播公司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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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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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not 8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350 nothing 2 ['nʌθiŋ] neg.没什么；毫不 n.无；零；不关紧要之事 adv.毫不；决不 pron.无事；无物 int.什么也没有

351 now 7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352 occurred 1 [ə'kɜːd] adj. 发生的 动词occu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53 of 3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54 off 5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355 offer 1 [ˈɒfə] vt.提供；出价；试图 n.提议；出价；意图；录取通知书 vi.提议；出现；献祭；求婚

356 offering 1 ['ɔfəriŋ, 'ɔ:-] n.提供；祭品；奉献物；牲礼 v.提供（offer的ing形式）

357 offers 1 英 ['ɒfə(r)] 美 ['ɔː fər] vt. 提供；提出；（卖方）出价；贡献 vi. 提议；出现；求婚 n. 提议；出价

358 Older 1 ['əʊldər] adj. 年长的

359 O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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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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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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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online 4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363 onl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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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 open 1 ['əupən] adj.公开的；敞开的；空旷的；坦率的；营业着的 vi.开始；展现 vt.公开；打开 n.公开；空旷；户外

365 operate 1 vi.运转；动手术；起作用 vt.操作；经营；引起；对…开刀

366 o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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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 order 3 ['ɔ:də] n.命令；顺序；规则；[贸易]定单 vt.命令；整理；定购 vi.命令；定货

368 orders 1 英 ['ɔː də(r)] 美 ['ɔː rdər] n. 顺序；条理；订单；命令；秩序；阶层；[生]目；点的东西 v. 命令；定购；调整；整理；点餐；
预定，订货

369 original 1 [ə'ridʒənəl] n.原件；原作；原物；原型 adj.原始的；最初的；独创的；新颖的

370 other 6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371 our 4 ['auə, ɑ:] pron.我们的

372 o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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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 outdated 1 [,aut'deitid] adj.过时的；旧式的 v.使过时（out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74 o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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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 overall 1 ['əuvərɔ:l, ,əuvə'rɔ:l] adj.全部的；全体的；一切在内的 adv.全部地；总的说来 n.工装裤；罩衫

376 packages 1 ['pækɪdʒ] n. 包裹；整批交易 vt. 把 ... 打包；把 ... 进行推销

377 paid 2 [peid] adj.付清的；已付的 vt.支付（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付清

378 pandemic 1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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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patience 2 ['peiʃəns] n.耐性，耐心；忍耐，容忍

381 pay 1 vt.支付，付；偿还，补偿；给予 vi.付款；偿还 n.工资，薪水；付款；报答 adj.收费的；需付费的

382 paying 1 ['pei'ŋ] adj.支付的；赢利的；合算的 n.支付；填缝；放送绳链 v.支付；报答（pay的ing形式）

383 people 7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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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 pers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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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 perspective 1 [pə'spektiv] n.观点；远景；透视图 adj.透视的

387 pH 2 [,pi: 'eitʃ] abbr.酸碱度符号（描述氢离子活度的）

388 philosophy 1 [fi'lɔsəfi, fə-] n.哲学；哲理；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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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 phone 1 [fəun] n.电话；耳机，听筒 vt.打电话 vi.打电话 n.(Phone)人名；(老、缅)蓬

390 physical 1 adj.[物]物理的；身体的；物质的；根据自然规律的，符合自然法则的 n.体格检查

391 pla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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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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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 played 1 v.演奏；播放；玩耍；参加竞赛（play的过去分词） adj.比赛的

394 pod 2 [pɔd] n.蚕茧；豆荚 vi.结豆荚 vt.从豆荚中剥出 n.(Pod)人名；(罗)波德

395 positions 1 [pə'ziʃənz] n.[水运]位置（position的复数）；定位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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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 possibly 1 ['pɔsəbli] adv.可能地；也许；大概

398 Powers 1 n.能天使；力天使

399 practices 1 ['præktɪs] n. 练习；实行；习惯；业务 v. 练习；实践；开业；执业

400 predatory 7 ['predətəri] adj.掠夺的，掠夺成性的；食肉的；捕食生物的

401 prices 4 [praɪs] n. 价格；代价；价值 v. 给…定价；估价；贴价格标签；比较价格

402 pricing 7 ['praɪsɪŋ] n. 定价 动词price的现在分词形式.

403 privacy 1 ['praivəsi, 'pri-, 'prai-] n.隐私；秘密；隐居；隐居处

404 problem 2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405 problematic 1 [,prɔblə'mætik] adj.问题的；有疑问的；不确定的

406 producer 1 [prəu'dju:sə] n.制作人，制片人；生产者；发生器

407 products 2 [p'rɒdʌkts] n.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

408 profit 1 ['prɔfit] n.利润；利益 vi.获利；有益 vt.有益于 n.(Profit)人名；(法)普罗菲

409 profits 2 n.[会计]收益，红利；盈利（profit的复数）

410 programs 1 [p'rəʊɡræmz] n. 程序；节目；课程（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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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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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publish 1 ['pʌbliʃ] vt.出版；发表；公布 vi.出版；发行；刊印

414 publisher 1 ['pʌbliʃə] n.出版者，出版商；发行人

415 purchased 1 ['pɜ tːʃəst] adj. 购买的 动词purch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16 purchases 1 ['pɜ tːʃəsɪz] n. 购买；购买的物品 vt. 购买；通过努力而获得

417 p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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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 question 2 ['kwestʃən] n.问题，疑问；询问；疑问句 vt.询问；怀疑；审问 vi.询问；怀疑；审问

419 questions 1 ['kwestʃənz] n. 问题，疑问，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

420 raised 2 [[reizd] adj.凸起的；发酵的；浮雕的 v.提高（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举起；抚育，抚养

421 rational 1 ['ræʃənəl] adj.合理的；理性的 n.有理数

422 re 9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423 reached 1 到达

424 reality 1 [ri'æləti, ri:-] n.现实；实际；真实

425 really 6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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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428 regulate 1 vt.调节，规定；控制；校准；有系统地管理

429 relatively 1 ['relətivli] adv.相当地；相对地，比较地

430 relying 1 [rɪ'laɪ] vi. 依靠；信任

431 respond 1 [ri'spɔnd] vi.回答；作出反应；承担责任 vt.以…回答 n.应答；唱和

432 rest 1 [rest] vt.使休息，使轻松；把…寄托于 n.休息，静止；休息时间；剩余部分；支架 vi.休息；静止；依赖；安置 n.(Rest)人
名；(英、德、俄、捷、荷)雷斯特

433 retail 3 ['ri:teil] vt.零售；转述 vi.零售 n.零售 adv.以零售方式 adj.零售的 n.(Retail)人名；(法)勒塔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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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retailer 1 ['ri:teilə] n.零售商；传播的人

435 richest 1 ['rɪtʃɪst] adj. 最富有的，最丰富的（形容词rich的最高级）

436 righ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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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 rivals 1 ['raɪvl] n. 竞争者；对手；同伴 adj. 竞争的 v. 竞争；与 ... 相匹敌

438 road 1 [rəud] n.公路，马路；道路；手段 vt.（狗）沿臭迹追逐（猎物） adj.（美）巡回的 n.(Road)人名；(英)罗德

439 robotics 1 [rəu'bɔtiks] n.机器人学（robotic的复数）

440 robots 1 ['rəʊbɒts] 机器人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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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 salary 2 ['sæləri] vt.给...加薪；给...薪水 n.薪水

443 savvy 1 ['sævi] n.悟性；理解能力；懂行（的人） vt.理解；懂 vi.理解；知道

444 say 2 [sei] vt.讲；说明；例如；声称；假设；指明 vi.讲；表示；念；假定；背诵 n.(Say)人名；(土)萨伊；(法、老、柬)赛；(英)
塞伊；(匈、罗)绍伊

445 scenario 1 n.方案；情节；剧本；设想

446 scrutiny 1 ['skru:tini] n.详细审查；监视；细看；选票复查

447 seems 1 [siː mz]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448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449 sells 2 [sel] v. 出售；卖

450 sensors 2 ['sensəz] 传感器

451 sentiment 1 ['sentimənt] n.感情，情绪；情操；观点；多愁善感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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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 services 1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454 shape 1 [ʃeip] n.形状；模型；身材；具体化 vt.形成；塑造，使成形；使符合 vi.形成；成形；成长 n.(Shape)人名；(瑞典)沙佩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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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 s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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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 shelf 2 n.架子；搁板；搁板状物；暗礁

458 shelves 1 [ʃelvz] n.架子（shelf的复数） v.装架（shelv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459 shop 1 [ʃɔp] n.商店；店铺 vt.购物 vi.购物；买东西

460 shopping 2 ['ʃɔpiŋ] n.购物，买东西 v.购物（shop的ing形式）

461 short 2 [ʃɔ:t] adj.短的；不足的；矮的，低的 n.短；缺乏；短路；短裤 adv.不足；突然；唐突地 n.(Short)人名；(英)肖特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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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 shutting 1 ['ʃʌtɪŋ] n. 关闭；封锁；停业 动词shut的现在分词形式.

464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465 simple 2 ['simpl] adj.简单的；单纯的；天真的 n.笨蛋；愚蠢的行为；出身低微者 n.(Simple)人名；(法)桑普勒

466 simplicity 1 [sim'plisiti] n.朴素；简易；天真；愚蠢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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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 sing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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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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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 skeptical 1 ['skeptikəl] adj.怀疑的；怀疑论的，不可知论的

471 smart 1 [smɑ tː] adj.聪明的；巧妙的；敏捷的；厉害的；潇洒的；剧烈的；时髦的 n.(Smart)人名；(法)斯马尔；(英、德)斯马特

472 so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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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 sold 1 [səuld] v.卖，销售（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old)人名；(瑞典)索尔德

474 solutions 1 [sə'lu ʃːnz] n. 解答

475 solve 2 [sɔlv, sɔ:lv] vt.解决；解答；溶解 vi.作解答

476 so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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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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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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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 space 1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479 speakers 1 [s'piː kəz] n. 说话者；发言者；说某种语言者；扬声器（名词speaker的复数形式）

480 speci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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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 specifi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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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 speech 1 [spi:tʃ] n.演讲；讲话；[语]语音；演说

483 spent 1 [spent] adj.耗尽了的；精疲力尽的 v.花费（spend的过去分词）；浪费；耗费

484 stages 1 [steɪdʒ] n. 舞台；戏剧；阶段；步骤；行程 v. 上演；举行；组织；筹划；使出现

485 star 1 [stɑ:] n.星，恒星；明星；星形物 vt.用星号标于；由…主演，由…担任主角 vi.担任主角 adj.明星的，主角的；星形的 n.
(Star)人名；(瑞典)斯塔尔；(德)施塔尔

486 stayed 1 [steɪ] v. 停留；逗留；保持 n. 停留；逗留

487 st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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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 stop 2 [stɔp] vt.停止；堵塞；断绝 vi.停止；中止；逗留；被塞住 n.停止；车站；障碍；逗留

489 store 7 [stɔ:] n.商店；储备，贮藏；仓库 vt.贮藏，储存 n.(Store)人名；(德)施托雷

490 stores 3 [s'tɔː z]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

491 stuff 1 [stʌf] n.东西；材料；填充物；素材资料 vt.塞满；填塞；让吃饱 vi.吃得过多

492 stuns 1 [stʌn] vt. 使震惊；使目瞪口呆；使昏迷 n. 震惊；晕眩

493 successful 1 [sək'sesful] adj.成功的；一帆风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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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 sup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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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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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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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 sustain 1 [sə'stein] vt.维持；支撑，承担；忍受；供养；证实

499 swipe 1 [swaip] vt.猛击；偷窃；刷…卡 n.猛击；尖刻的话 vi.猛打；大口喝酒

500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501 t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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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tasks 1 英 [tɑːsk] 美 [tæsk] n. 任务；工作 vt. 交给某人（任务)；使做艰苦的工作

503 teams 2 [tiː m] n. 队；组 v. 使相配；使合作；结成一队 adj. 团队的

504 tech 1 [tek] n.技术学院或学校 abbr.技术（technology）；技术员（technician） n.(Tech)人名；(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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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 teenager 1 ['ti:n,eidʒə] n.十几岁的青少年；十三岁到十九岁的少年

507 tenant 1 ['tenənt] n.承租人；房客；佃户；居住者 vt.租借（常用于被动语态） n.(Tenant)人名；(法)特南

508 TENS 1 十位

509 ter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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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 tha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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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 that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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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 the 9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513 thei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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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 them 2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515 then 2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516 there 7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517 these 4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518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519 thing 2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520 things 2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521 think 6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522 thi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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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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those 8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524 thousand 1 ['θauzənd] n.一千；一千个；许许多多 adj.成千的；无数的

525 thousands 2 ['θaʊzndz] n. 数千

526 threat 1 [θret] n.威胁，恐吓；凶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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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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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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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 to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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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 today 2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532 toddler 3 ['tɔdlə] n.学步的小孩；幼童装

533 too 2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534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535 tool 1 [tu:l] n.工具，用具；器械，机床；手段 vi.使用工具；用机床装备工厂 vt.用工具给……加工

536 top 1 [tɔp] n.顶部，顶端；上部；首席；陀螺 vi.高出，超越；结束；达到顶点 vt.超越，超过；给…加盖；达到…的顶端 adj.最
高的，顶上的；头等的 n.(Top)人名；(英、土、意)托普

537 topic 1 ['tɔpik] n.主题（等于theme）；题目；一般规则；总论

538 topics 1 abbr. 总联机程序和信息控制系统( =Total On-line Program and Information Control System ) n. 话题，主题，题目（名词
topic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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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 tremendously 1 [tri'mendəsli] adv.非常地；可怕地；惊人地

541 tricks 1 [trɪks] n. 戏法 名词trick的复数形式.

542 trillion 1 ['triljən] n.[数]万亿 adj.万亿的 num.[数]万亿

543 true 1 [tru:] adj.真实的；正确的 adv.真实地；准确地 n.真实；准确 vt.装准 n.(TRUE)人名；(英)特鲁

544 trust 7 ['trʌst] n.信任，信赖；责任；托拉斯 vt.信任，信赖；盼望；赊卖给 vi.信任，信赖；依靠 n.(Trust)人名；(英)特拉斯特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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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 types 1 ['taɪps] n. 类型 v. 打字 名词type的复数形式.

547 ultimate 1 ['ʌltimət] adj.最终的；极限的；根本的 n.终极；根本；基本原则

548 understand 1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549 unfair 1 [,ʌn'fεə] adj.不公平的，不公正的

550 unicorn 1 ['ju:nikɔ:n] n.独角兽；麒麟

551 unidentified 37 adj.未经确认的；未辨别出的，身份不明的

552 unique 1 [ju:'ni:k] adj.独特的，稀罕的；[数]唯一的，独一无二的 n.独一无二的人或物 n.(Unique)人名；(英)尤妮克

553 units 1 ['juːnɪts] n. 单位 名词unit的复数形式.

554 u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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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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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 us 3 pron.我们

557 us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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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 users 3 ['juːzəs] n.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

559 uses 2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560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561 valuable 1 ['væljuəbl] adj.有价值的；贵重的；可估价的 n.贵重物品

562 ve 6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563 ve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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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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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 view 1 [vju:] n.观察；视野；意见；风景 vt.观察；考虑；查看

566 virtual 2 adj.[计]虚拟的；实质上的，事实上的（但未在名义上或正式获承认）

567 virus 1 ['vaiərəs] n.[病毒]病毒；恶毒；毒害 n.(Virus)人名；(西)比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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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8 wage 1 [weidʒ] vi.进行；发动；从事 n.工资；代价；报偿 vt.进行；开展

569 walk 1 [wɔ:k] n.步行，走；散步 vt.散步；走过 vi.走，步行；散步 n.(Walk)人名；(德、葡)瓦尔克；(英)沃克

570 walked 1 [wɔː k] v. 步行；陪...走；散步；偷走；走过 n. 步行；散步；人行道

571 wa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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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 warehouses 1 英 ['weəhaʊs] 美 ['werhaʊs] n. 仓库 vt. 存入仓库

573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574 w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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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 we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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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 web 1 [web] n.网；卷筒纸；蹼；织物；圈套 vt.用网缠住；使中圈套 vi.形成网

577 welcome 1 ['welkəm] adj.受欢迎的 n.欢迎 vt.欢迎 int.欢迎 n.(Welcome)人名；(英)韦尔科姆

578 welfare 1 ['welfεə] n.福利；幸福；福利事业；安宁 adj.福利的；接受社会救济的

579 we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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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 wh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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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 whe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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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 where 5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583 whether 3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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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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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 who 6 pron.谁；什么人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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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 willingness 1 ['wiliŋnis] n.乐意；心甘情愿；自动自发

589 winner 1 ['winə] n.胜利者 n.(Winner)人名；(英、德、瑞典)温纳

590 winning 1 ['winiŋ] adj.胜利的；获胜的 n.胜利；获得；成功 v.获胜（win的ing形式） n.(Winning)人名；(英、瑞典、法)温宁

591 with 8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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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 worked 1 [wə:kt] adj.处理过的；制造好的；耕种过的 v.工作（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94 workforce 1 ['wə:kfɔ:s] n.劳动力；工人总数，职工总数

595 working 2 ['wə:kiŋ] adj.工作的；操作的；可行的 n.工作；活动；制作；操纵 v.工作；影响；受雇用（work的ing形式） n.
(Working)人名；(英)沃金

596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597 worth 2 [wə:θ] adj.值…的 n.价值；财产 n.(Worth)人名；(英)沃思；(德)沃特

598 would 4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599 wrote 2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600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601 yearly 1 ['jə:li, 'jiə-] adj.每年的 adv.每年；一年一次 n.年刊；年鉴

602 years 5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603 yes 2 [jes] adv.是,是的 n.是（表示肯定）

604 you 25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605 your 5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606 yourself 1 [jɔ:'self, juə-, jə-] pron.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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