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nn10 2021-04-23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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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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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bsorption 1 [əb'sɔ:pʃən] n.吸收；全神贯注，专心致志

4 accounts 1 [ə'kaʊnts] n. 帐目；叙述；账户；客户，用户 名词accoun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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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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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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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dventures 1 英 [əd'ventʃə(r)] 美 [əd'ventʃər] n. 冒险；奇遇 vt. 冒险；尝试 vi. 冒险；大胆进行

9 afar 1 [ə'fɑ:] adv.遥远地；在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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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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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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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l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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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llow 1 [ə'lau] vt.允许；给予；认可 vi.容许；考虑

15 alp 1 [ælp] n.高山 n.(Alp)人名；(土、瑞典)阿尔普

16 also 5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7 although 1 conj.尽管；虽然；但是；然而

18 ambitious 1 [æm'biʃəs] adj.野心勃勃的；有雄心的；热望的；炫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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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merican 2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21 an 9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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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nd 37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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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nywhere 1 ['enihwεə] adv.在任何地方；无论何处 n.任何地方

26 application 1 n.应用；申请；应用程序；敷用；（对事物、学习等）投入

27 April 3 ['eiprəl] n.四月

28 Arab 1 ['ærəb] adj.阿拉伯的 n.阿拉伯人；阿拉伯马

29 architects 1 建筑师

30 ar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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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as 7 [æz] conj.因为；随着；虽然；依照；当…时 prep.如同；当作；以…的身份 adv.同样地；和…一样的

32 assured 1 [ə'ʃuəd] adj.确定的；自信的 n.被保险人 v.保证；确实（assure的过去分词）

33 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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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athlete 1 ['æθli:t] n.运动员，体育家；身强力壮的人

35 atmosphere 1 n.气氛；大气；空气

36 attached 2 [ə'tætʃt] adj.附加的；依恋的，充满爱心的 v.附上（attach的过去分词）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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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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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Barack 1 n.贝拉克

40 bayside 1 ['beɪsaɪd] n. 海边

41 be 12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42 because 3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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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become 2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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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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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47 belt 1 [belt] n.带；腰带；地带 vt.用带子系住；用皮带抽打 vi.猛击 n.(Belt)人名；(英、法、德、西)贝尔特

48 biden 4 n. 拜登(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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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biometric 2 [,baiəu'metrik] adj.生物计量的 n.计量生物学

51 blame 1 ['bleim] vt.责备；归咎于 n.责备；责任；过失

52 blood 1 [blʌd] n.血，血液；血统 vt.从…抽血；使先取得经验 n.(Blood)人名；(英、西)布拉德

53 bod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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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bold 1 [bəuld] adj.大胆的，英勇的；黑体的；厚颜无耻的；险峻的 n.(Bold)人名；(英、德、罗、捷、瑞典)博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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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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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b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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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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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call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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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ca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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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canal 1 [kə'næl] n.运河；[地理]水道；[建]管道；灌溉水渠 vt.在…开凿运河 n.(Canal)人名；(英、法、西、意、葡)卡纳尔；(土)贾
纳尔

62 Canals 1 n.[水运]运河；隧道（canal的复数） v.在…开凿运河（canal的第三人称单数） n.(Canals)人名；(西、法)卡纳尔斯

63 carbon 1 ['kɑ:bən] n.[化学]碳；碳棒；复写纸 adj.碳的；碳处理的 n.(Carbon)人名；(西)卡尔翁；(法)卡尔邦；(英)卡本

64 cares 1 n. 关心 名词care的复数形式.

65 cargo 1 ['kɑ:gəu] n.货物，船货 n.(Cargo)人名；(英、西)卡戈

66 Carl 5 [kɑ:l] n.卡尔（男名）

67 ca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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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caught 1 [kɔ:t] v.捕捉（catch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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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centimeters 1 ['sentɪ̩ miː təz] n. 厘米；公分 名词centimeter的复数形式.

71 certainly 1 ['sə:tənli] adv.当然；行（用于回答）；必定

72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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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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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characters 1 英 ['kærɪktəz] 美 ['kærɪktɚz] n. 人物；角色；特性；字符 名词character的复数形式.

76 chec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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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checking 1 ['tʃekiŋ] n.校验；[电子][通信]抑制；[涂料]龟裂；检查；[力]裂纹

78 chest 1 [tʃest] n.胸，胸部；衣柜；箱子；金库

79 Chinese 1 [,tʃai'ni:z] n.中文，汉语；中国人 adj.中国的，中国人的；中国话的

80 chris 2 [kris] n.克里斯（男子名）；克莉丝（女子名）

81 chronic 1 ['krɔnik] adj.慢性的；长期的；习惯性的 n.(Chronic)人名；(英)克罗尼克

82 climate 5 ['klaimit] n.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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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closely 1 ['kləusli] adv.紧密地；接近地；严密地；亲近地

85 clou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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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cnn 8 [ˌsiː en'en] abbr. 美国有线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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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coal 1 [kəul] vi.上煤；加煤 vt.给…加煤；把…烧成炭 n.煤；煤块；木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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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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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come 1 [kʌm] vi.来；开始；出现；发生；变成；到达 vt.做；假装；将满（…岁） int.嗨！ n.(Come)人名；(英)科姆；(阿尔巴)乔
梅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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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commitment 1 [kə'mitmənt] n.承诺，保证；委托；承担义务；献身

93 compan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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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completion 1 [kəm'pli:ʃən] n.完成，结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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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concept 1 ['kɔnsept] n.观念，概念

97 concerning 1 [kən'sə:niŋ] prep.关于；就…而言 v.涉及；使关心（concern的ing形式）；忧虑

98 concerns 1 [kən'sɜːnz] n.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

99 condition 1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100 confront 1 [kən'frʌnt] vt.面对；遭遇；比较

101 consciousness 1 ['kɔnʃəsnis] n.意识；知觉；觉悟；感觉

102 construction 1 [kən'strʌkʃən] n.建设；建筑物；解释；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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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controlled 1 [kən'trəuld] adj.受控制的；受约束的；克制的 v.控制；约束（control的过去式）；指挥

105 convenient 1 adj.方便的；[废语]适当的；[口语]近便的；实用的

106 converting 1 [kən'vɜ tːɪŋ] n. 转换；转炉炼钢 adj. 转换的 动词convert的现在分词.

107 convincing 1 [kən'vinsiŋ] adj.令人信服的；有说服力的 v.使相信；使明白（convince的现在分词）

108 cool 1 [ku:l] adj.凉爽的；冷静的；出色的 vt.使…冷却；使…平静下来 vi.变凉；平息 n.凉爽；凉爽的空气 adv.冷静地 n.(Cool)人
名；(法)科尔；(英)库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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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coronavirus 1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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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could 8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113 countries 3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114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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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critics 1 [k'rɪtɪks] 评论家们

117 currents 1 ['kʌrənts] n. 电流；气流 名词current的复数形式.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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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darby 1 ['dɑ:bi] n.[建]刮尺，平墙镘；手铐；钞票 n.(Darby)人名；(法)达尔比

120 darden 1 n. 达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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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d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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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deep 2 [di:p] n.深处；深渊 adj.深的；低沉的；深奥的 adv.深入地；深深地；迟 n.(Deep)人名；(英)迪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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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design 1 [di'zain] vt.设计；计划；构思 n.设计；图案 vi.设计

126 designed 2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127 designers 3 [dɪ'zaɪnəz] 设计师

128 details 1 n.细节（detail的复数）；详细资料 v.详细说明（detail的三单形式）

129 develop 3 [di'veləp] vt.开发；进步；使成长；使显影 vi.发育；生长；进化；显露

130 developed 1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131 developing 1 [di'veləpiŋ] adj.发展中的 n.[摄]显影 v.发展（develop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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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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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devices 1 [dɪ'vaɪsɪz] n. 设备

134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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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dioxide 1 [dai'ɔksaid] n.二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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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directly 1 [英 [də̍ rektli] 美 [dɪˈrɛktli, daɪ-]] adv.直接地；立即；马上；正好地；坦率地 conj.一…就

139 disability 1 [,disə'biləti] n.残疾；无能；无资格；不利条件

140 disease 1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141 display 3 [,dis'plei] n.显示；炫耀 vt.显示；表现；陈列 vi.[动]作炫耀行为 adj.展览的；陈列用的

142 dizziness 1 ['dizinis] n.头晕；头昏眼花

143 dizzy 1 ['dizi] adj.晕眩的；使人头晕的；昏乱的；心不在焉的；愚蠢的 vt.使头晕眼花；使混乱；使茫然 n.(Dizzy)人名；(英)迪齐

144 d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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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doctors 1 英 ['dɒktə(r)] 美 ['dɑːktər] n. 博士；医生 v. 篡改，伪造；阉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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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donald 1 ['dɔnəld] n.唐纳德（男子名）

148 dozens 1 ['dʌznz] n. 几十；许多

149 dramatically 1 adv.戏剧地；引人注目地 adv.显著地，剧烈地

150 drawbridge 1 ['drɔ:bridʒ] n.（可开闭的）吊桥

151 due 1 [dju:, du:] adj.到期的；预期的；应付的；应得的 n.应付款；应得之物 adv.正（置于方位词前） n.(Due)人名；(英)迪尤

152 durable 1 ['djuərəbl] adj.耐用的，持久的 n.耐用品

153 during 1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154 dynamic 1 [dai'næmik] adj.动态的；动力的；动力学的；有活力的 n.动态；动力

155 dynamo 1 ['dainəməu] n.发电机；精力充沛的人

156 eart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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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158 eastern 1 ['i:stən] adj.东方的；朝东的；东洋的 n.东方人；（美国）东部地区的人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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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eco 1 ['i:kəu; 'ekəu] abbr.电子耦合振荡器（Electron-CoupledOscillator）；环境控制组织（EnvironmentalControlOrganization）；经济合
作组织（EconomicCooperationOrganization） n.(Eco)人名；(意)埃科

161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162 elderly 1 ['eldəli] adj.上了年纪的；过了中年的；稍老的

163 electricity 2 [,ilek'trisəti] n.电力；电流；强烈的紧张情绪

164 electronic 2 adj.电子的 n.电子电路；电子器件

165 emirates 1 United Arab Emirates (on the Trucial Coast of the Persian Gulf)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位于波斯湾)

166 emissions 5 [i'mɪʃn] n. 散发；发行；排放

167 enabling 1 [en'eibliŋ] adj.授权的 v.使能够；授权给（enable的现在分词）

168 en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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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nergy 2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170 engineers 2 英 [ˌendʒɪ'nɪə(r)] 美 [ˌendʒɪ'nɪr] n. 工程师；机(械)师 vt. 设计；建造；策划

171 envision 1 [in'viʒən] vt.想象；预想

172 especially 3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173 estimated 2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174 et 2 [i:ti:] conj.（拉丁语）和（等于and）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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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veryone 1 ['evriwʌn] pron.每个人；人人 n.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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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exception 1 [ik'sepʃən] n.例外；异议

178 exciting 2 [ik'saitiŋ] adj.令人兴奋的；使人激动的 v.激动；刺激（excite的ing形式）；唤起

179 experience 1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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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xpert 1 ['ekspə:t, ek'spə:t] adj.熟练的；内行的；老练的 n.专家；行家；能手 vt.当专家；在…中当行家 n.(Expert)人名；(法)埃克斯
佩

182 experts 1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183 explains 1 [ɪk'spleɪn] v. 说明；解释

184 expression 1 [英 [ɪk'spreʃn] 美 [ɪkˈsprɛʃən] n.表现，表示，表达；表情，脸色，态度，腔调，声调；式，符号；词句，语句，措
辞，说法

185 extend 1 [ik'stend] vt.延伸；扩大；推广；伸出；给予；使竭尽全力；对…估价 vi.延伸；扩大；伸展；使疏开

186 extraordinary 1 adj.非凡的；特别的；离奇的；特派的

187 eye 1 [ai] n.眼睛；视力；眼光；见解，观点 vt.注视，看 n.(Eye)人名；(德)艾厄；(英)艾

188 facial 1 ['feiʃəl] adj.面部的，表面的；脸的，面部用的 n.美容，美颜；脸部按摩

189 feature 1 ['fi:tʃə] n.特色，特征；容貌；特写或专题节目 vi.起重要作用 vt.特写；以…为特色；由…主演

190 features 2 ['fiː tʃəz] n. 容貌；特征 名词feature的复数形式.

191 feeling 1 ['fi:liŋ] n.感觉，触觉；感情，情绪；同情 adj.有感觉的；有同情心的；富于感情的 v.感觉；认为（feel的现在分词）；
触摸

192 feet 1 ['fi:t, fi:t] n.脚（foot的复数形式）；尺；韵脚

193 female 7 ['fi:meil] adj.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n.女人；[动]雌性动物

194 fin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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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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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fir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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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fitness 1 ['fitnis] n.健康；适当；适合性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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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flexible 1 ['fleksibl] adj.灵活的；柔韧的；易弯曲的

200 float 1 [fləut] vt.使漂浮；实行 vi.浮动；飘动，散播；摇摆；付诸实施 n.彩车，花车；漂流物；浮舟；浮萍 n.(Float)人名；(英)弗
洛特

201 floating 3 ['fləutiŋ] adj.流动的；漂浮的，浮动的 v.漂浮（float的现在分词）

202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203 foot 1 [fut] n.脚；英尺；步调；末尾 vi.步行；跳舞；总计 vt.支付；给……换底 n.(Foot)人名；(英)富特

204 for 1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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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former 2 ['fɔ:mə] adj.从前的，前者的；前任的 n.模型，样板；起形成作用的人 n.(Former)人名；(法)福尔梅；(德、捷)福尔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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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Friday 1 ['fraidi] n.星期五

209 Fridays 1 ['fraidiz] adv.于星期五 n.星期五（Friday的复数）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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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full 1 [ful] adj.完全的，完整的；满的，充满的；丰富的；完美的；丰满的；详尽的 adv.十分，非常；完全地；整整 vt.把衣服缝
得宽大 n.全部；完整

212 fully 1 ['fuli] adv.充分地；完全地；彻底地 n.(Fully)人名；(法)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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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gas 5 [gæs] n.气体；[矿业]瓦斯；汽油；毒气 vt.加油；毒（死） vi.加油；放出气体；空谈 n.(Gas)人名；(法、德、西)加斯

215 gases 2 ['ɡæsɪz] n. 气体

216 generates 1 ['dʒenəreɪt] vt. 产生；发生；引起

217 generation 1 [,dʒenə'reiʃən] n.一代；产生；一代人；生殖

218 get 5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219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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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gi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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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global 1 ['gləubəl] adj.全球的；总体的；球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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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go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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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gold 1 [gəuld] n.金，黄金；金色；金币 adj.金的，金制的；金色的 n.(Gold)人名；(英、法、德、西、罗、捷、瑞典)戈尔德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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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government 1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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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green 1 [gri:n] adj.绿色的；青春的 n.绿色；青春 vt.使…变绿色 vi.变绿色 n.(Green)人名；(英、意)格林；(瑞典、芬)格伦

229 greenhouse 5 ['gri:nhaus] n.温室 造成温室效应的

230 group 2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231 growing 1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232 guests 1 [ɡest] n. 客人；宾客；特别来宾；[动植物]寄生生物 v. 做特邀嘉宾；做特约演员；客串；招待；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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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h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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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hand 3 [hænd] n.手，手艺；帮助；指针；插手 vt.传递，交给；支持；搀扶 n.(Hand)人名；(英、瑞典)汉德

236 happens 1 ['hæpən] vi. 发生；碰巧；出现；偶遇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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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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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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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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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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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health 2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243 healthcare 1 ['helθkeə] 保健

244 heart 1 [hɑ:t] n.心脏；感情；勇气；心形；要点 vt.鼓励；铭记 vi.结心 n.(Heart)人名；(英)哈特

245 heartbeat 4 ['hɑ:tbi:t] n.心跳；情感

246 hello 1 [he'ləu, hə-] int.喂；哈罗 n.表示问候，惊奇或唤起注意时的用语 n.(Hello)人名；(法)埃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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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hey 1 [hei] int.喂！（引起注意等）；你好！（表示问候） n.干草（等于hay） n.(Hey)人名；(法)埃；(柬)海；(德、英)海伊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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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his 3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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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Holland 1 ['hɔlənd] n.荷兰

253 hopes 1 英 [həʊps] 美 [hoʊps] n.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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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hotel 4 [həu'tel] n.旅馆，饭店；客栈 vt.使…在饭店下榻 vi.进行旅馆式办公 n.(Hotel)人名；(法)奥泰尔

256 hotels 1 霍特尔斯

257 hours 1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258 house 1 [haus, hauz] n.住宅；家庭；机构；议会；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覆盖；给…房子住；把…储藏在房内 vi.住 n.(House)人
名；(英)豪斯

259 how 5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260 huge 1 [hju:dʒ] adj.巨大的；庞大的；无限的 n.(Huge)人名；(英)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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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hypoallergenic 1 ['haipəu,ælə'dʒenik] adj.低变应原的 n.低变应的药物

263 idea 1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264 if 6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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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impacting 1 ['ɪmpækt] n. 影响；冲击力；撞击 vt. 挤入；压紧；撞击；对 ... 发生影响 vi. 冲击；撞击；产生影响

266 important 2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267 impression 1 n.印象；效果，影响；压痕，印记；感想；曝光（衡量广告被显示的次数。打开一个带有该广告的网页，则该
广告的impression次数增加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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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in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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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inaudible 4 [in'ɔ:dəbl] adj.听不见的；不可闻的

271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272 included 1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73 including 2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274 increasingly 1 [in'kri:siŋli] adv.越来越多地；渐增地

275 industries 1 ['ɪndəstri] n. 工业；产业；行业；勤勉；勤劳

276 industry 2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277 information 3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278 innovative 1 adj.革新的，创新的；新颖的；有创新精神的

279 instituted 1 [ɪnstɪtju tːɪd] adj. 设立的 动词institu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80 instructions 1 n.指令；说明（instruction的复数形式）

281 interest 2 ['intrist, 'intər-] n.兴趣，爱好；利息；趣味；同行 vt.使……感兴趣；引起……的关心；使……参与

282 interfere 1 [,intə'fiə] vi.干涉；妨碍；打扰 vt.冲突；介入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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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is 1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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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it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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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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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James 2 [dʒeimz] n.詹姆斯（姓氏，男子名）；《雅各书》

289 japan 1 [dʒə'pæn] n.漆器；日本亮漆 vt.在…上涂漆

290 Japanese 2 [,dʒæpə'ni:z] adj.日本（人）的；日语的 n.日本人；日语

291 job 1 [dʒɔb] n.工作；职业 vt.承包；代客买卖 vi.做零工 n.(Job)人名；(英)乔布；(法、葡)若布；(?-1605)约伯〈俄〉俄罗斯正教会
莫斯科牧首。；(德、塞、捷、荷、意)约布

292 jobs 1 [dʒɔbs] n.工作（job的复数形式）

293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294 kicked 1 [kɪk] v. 踢；反冲 n. 踢；反冲；后座力

295 kicks 1 [kɪk] v. 踢；反冲 n. 踢；反冲；后座力

296 know 2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297 kwan 1 中国姓氏管、关的音译

298 lab 2 [læb] n.实验室，研究室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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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laptop 1 n.膝上型轻便电脑，笔记本电脑

301 layer 1 n.层，层次；膜；[植]压条；放置者，计划者 vt.把…分层堆放；借助压条法；生根繁殖；将（头发）剪成不同层次 vi.
形成或分成层次；[植]通过压条法而生根

302 leader 1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303 leaders 2 [liː dəs] n. [计算机]前导字符；领袖；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

304 leading 1 ['li:diŋ] adj.领导的；主要的 n.领导；铅板；行距 v.领导（lead的ing形式）

305 leads 1 ['ledz] n.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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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led 3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308 leverage 1 n.手段，影响力；杠杆作用；杠杆效率 v.利用；举债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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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 lightweight 1 ['laitweit] n.轻量级选手；无足轻重的人 adj.重量轻的；平均重量以下的

310 lik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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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limits 1 ['lɪmɪts] n. 极限 名词limit的复数形式.

312 loaded 1 ['ləudid] adj.负荷的；装填子弹的；装好胶卷的；喝醉了的（美国俚语）；阔绰的（美国俚语） v.装载（load的变形）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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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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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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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lo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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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low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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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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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maintain 1 [mein'tein] vt.维持；继续；维修；主张；供养

320 makes 2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321 man 1 [mæn] n.人；男人；人类；丈夫；雇工 vt.操纵；给…配置人员；使增强勇气；在…就位 n.(Man)人名；(俄)马恩；(英、
葡、意、罗、捷、尼、老、缅、柬)曼；(日)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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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march 1 vi.（坚定地向某地）前进；行军，进军；游行示威；进展，进行 vt.使前进；使行军 n.行进，前进；行军；游行示
威；进行曲

324 marke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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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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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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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measuring 1 ['meʒəriŋ] n.测量；衡量 v.测量（measure的ing形式） adj.测量用的

328 medical 1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329 meet 2 [mi:t] vt.满足；遇见；对付 vi.相遇；接触 n.集会 adj.合适的；适宜的 n.(Meet)人名；(英)米特

330 meeting 1 ['mi:tiŋ] n.会议；会见；集会；汇合点 v.会面；会合（meet的ing形式）

331 mesh 1 [meʃ] n.网眼；网丝；圈套 vi.相啮合 vt.[机]啮合；以网捕捉

332 methane 1 ['mi:θein] n.[有化]甲烷；[能源]沼气

333 middle 1 adj.中间的，中部的；中级的，中等的 n.中间，中央；腰部

334 Mona 1 ['məunə] n.白腹长尾猴；莫娜（女子名）

335 monitor 4 n.监视器；监听器；监控器；显示屏；班长 vt.监控

336 monitoring 2 ['mɔnitəriŋ] n.监视，[自]监控；检验，检查 v.监视，[通信][军]监听，监督（monitor的ing形式）

337 Montana 1 [mɔn'tænə] n.蒙大纳（美国州名）

338 more 1 [mɔ:] adv.更多；此外；更大程度地 adj.更多的；附加的 pron.更多的数量 n.更多 n.(More)人名；(英、法)莫尔；(意、西、
以)莫雷

339 mo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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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moved 1 [muːvd] adj.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41 movement 3 ['mu:vmənt] n.运动；活动；运转；乐章

342 muscle 2 ['mʌsl] n.肌肉；力量 vt.加强；使劲搬动；使劲挤出 vi.使劲行进

343 m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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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nano 1 ['nænəu] n.纳；毫微 n.(Nano)人名；(英)内诺；(意、西、阿尔巴)[计量]纳诺；(日)梛野(姓)

345 narrow 1 ['nærəu] adj.狭窄的，有限的；勉强的；精密的；度量小的 n.海峡；狭窄部分，隘路 vt.使变狭窄 vi.变窄

346 nation 1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347 navigate 1 vt.驾驶，操纵；使通过；航行于；解决，应对（困难复杂的情况） vi.航行，航空

348 nd 1 abbr.国债（NationalDebt）；国防（NationalDefence）；核装置（NuclearDevice）

349 nearby 1 ['niə'bai] adj.附近的，邻近的 adv.在附近 prep.在…附近

350 negatively 1 ['negətivli] adv.消极地；否定地

351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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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力特快 www.listeningexpress.com

http://www.listeningexpress.com/


353 nitrous 1 ['naitrəs] adj.氮的；硝石的；含氮的

354 n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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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north 1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356 not 6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357 now 4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358 Numbers 1 n.民数记（旧约圣经的第四卷） n.Numbers表格

359 numerous 1 ['nju:mərəs] adj.许多的，很多的

360 Obama 1 n. 巴拉克- 奥巴马(1961-)；美国第44任总统(2009-)

361 of 2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62 off 3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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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 oil 1 [ɔil] n.油；石油；油画颜料 vt.加油；涂油；使融化 vi.融化；加燃油

365 O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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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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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 online 2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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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 opportunity 1 [,ɔpə'tju:niti] n.时机，机会

370 o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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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372 others 1 pron.其他人

373 our 5 ['auə, ɑ:] pron.我们的

374 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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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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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 overnight 1 [,əuvə'nait, 'əuvənait] adv.通宵；突然；昨晚 adj.晚上的；通宵的；前夜的 n.头天晚上；一夜的逗留 vt.连夜快递 vi.过一
夜

377 own 3 [əun] vt.拥有；承认 vi.承认 adj.自己的；特有的 n.自己的 n.(Own)人名；(阿拉伯)奥恩

378 oxide 1 ['ɔksaid] n.[化学]氧化物

379 pandemic 2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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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 pass 1 [pɑ:s, pæs] n.及格；经过；护照；途径；传球 vi.经过；传递；变化；终止 vt.通过；经过；传递 n.(Pass)人名；(英、法、
德、俄)帕斯

382 patient 2 adj.有耐心的，能容忍的 n.病人；患者 n.(Patient)人名；(法)帕蒂安

383 patients 1 ['peɪʃənts] n.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

384 penalties 1 ['penəlti] n. 处罚；惩罚；不利；罚球

385 people 6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386 perce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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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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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 personal 1 ['pə:sənl] adj.个人的；身体的；亲自的 n.人事消息栏；人称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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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 phenomenon 1 [fi'nɔminən, fə-] n.现象；奇迹；杰出的人才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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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 photographer 1 [fə'tɔgrəfə] n.摄影师；照相师

393 picking 1 ['pikiŋ] n.采摘；掘，撬开；采得物；赃物 v.采摘，挑选，挑惕（pick的ing形式）

394 place 1 [pleis] n.地方；住所；座位 vt.放置；任命；寄予 vi.名列前茅；取得名次 n.(Place)人名；(罗)普拉切；(法)普拉斯；(英)普
莱斯

395 places 1 [pleɪsɪz] n. 地点，地方；位置；位数（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 v. 放置（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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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 pledges 1 [pledʒ] vt. 发誓；保证；以 ... 抵押；向 ... 祝酒 n. 保证；抵押；誓言；抵押品

397 policies 2 英 ['pɒləsi] 美 ['pɑ lːəsi] n. 政策；方针 n. 保险单

398 polluting 1 [pə'lu tːɪŋ] adj. 污染的；玷污的 动词pollute的现在分词形式.

399 popping 1 ['pɔpiŋ] adj.间歇的；凸出的 n.爆音；突然跳出；爆孔；机器舞 v.出现；爆开；敲击；抛出（pop的ing形式） n.
(Popping)人名；(瑞典)波平

400 population 1 [,pɔpju'leiʃən] n.人口；[生物]种群，[生物]群体；全体居民

401 position 1 [pə'ziʃən] n.位置，方位；职位，工作；姿态；站位 vt.安置；把……放在适当位置

402 positioning 1 [pə'ziʃəniŋ] n.[计]定位；配置，布置 v.[计]定位（position的现在分词）；放置

403 possibility 1 [,pɔsə'biləti] n.可能性；可能发生的事物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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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 power 2 n.力量，能力；电力，功率；政权，势力；[数]幂 vt.激励；供以动力；使…有力量 vi.快速前进 adj.借影响有权势人物
以操纵权力的 n.(Power)人名；(英、葡)鲍尔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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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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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 precise 1 [pri'sais] adj.精确的；明确的；严格的

409 precision 1 [pri'siʒən] n.精度，[数]精密度；精确 adj.精密的，精确的

410 predecessor 1 ['pri:disesə, 'pre-] n.前任，前辈

411 president 1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412 price 1 [prais] n.价格；价值；代价 vt.给……定价；问……的价格 n.(Price)人名；(英)普赖斯；(法)普里斯；(葡、瑞典)普里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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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 probably 1 ['prɔbəbli] adv.大概；或许；很可能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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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 products 1 [p'rɒdʌkts] n.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

417 professor 2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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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式

419 project 3 [英 [prə̍ dʒekt] 美 [prəˈdʒɛkt] vi.设计；计划；表达；投射 vt.设计；计划；发射；放映 n.工程；计划；事业

420 promised 1 英 ['prɒmɪs] 美 ['prɑːmɪs] n. 诺言；预示；约定；(有)希望 v. 允诺；发誓；答应；有希望

421 propellers 1 [prə'peləz] 螺旋辊

422 proper 1 ['prɔpə] adj.适当的；本身的；特有的；正派的 adv.完全地 n.(Proper)人名；(英、德)普罗珀

423 proposed 1 英 [prəʊ'pəʊzd] 美 [prə'poʊzd] adj. 被提议的

424 Putin 1 ['putin] n.普京（人名）

425 Qatar 1 ['kɑ:tə] n.卡塔尔

426 rainwater 1 ['rein,wɔ:tə] n.雨水；软水 n.(Rainwater)人名；(英)雷恩沃特

427 rd 1 abbr. (DOS命令) 删除空的子目录(=remove directory) abbr. 注册营养师(=Registered Dietitian) abbr. 乡村投递（=rural delivery）

428 re 5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429 realize 1 vt.实现；认识到；了解；将某物卖得，把(证券等)变成现钱；变卖

430 really 2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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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433 recognition 1 [,rekəg'niʃən] n.识别；承认，认出；重视；赞誉；公认

434 recorded 1 [ri'kɔ:did] adj.记录的 v.记录；录音（record的过去分词）

435 reduce 2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436 reducing 1 英 [rɪ'djuːsɪŋ] 美 [rɪ'duːsɪŋ] n. 减低；还原；减肥 动词re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

437 regulations 2 [reɡjʊ'leɪʃnz] n. 规程；条例 名词regulation的复数形式.

438 related 1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439 remotely 1 adv.遥远地；偏僻地；（程度）极微地，极轻地

440 request 1 [ri'kwest] n.请求；需要 vt.要求，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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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researchers 2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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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 reuses 1 [ˌriː 'juːz] vt. 重新使用 n. 再使用

444 rolled 1 [rəuld] adj.轧制的；滚制的 v.使…转动；摇摆（roll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

445 rooms 1 [ruːm] n. 房间；空间；机会 v. 寄宿；给…提供留宿

446 rotates 1 英 [rəʊ'teɪt] 美 ['roʊteɪt] v. 轮流；(使)旋转 adj. 车轮状的

447 runs 1 [rʌnz] n.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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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 Russian 1 ['rʌʃən] adj.俄国的；俄语的 n.俄语；俄国人

450 sai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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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 sail 1 [seil] vi.航行；启航，开船 n.帆，篷；航行 vt.航行

452 same 1 [seim] adj.相同的；同一的；上述的（通常与the连用）；无变化的 pron.同样的事物或人（通常与the连用） adv.同样地
（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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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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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 says 4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456 school 1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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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 sea 1 [si:] n.海；海洋；许多；大量

459 searchable 1 ['sə:tʃəbl] adj.可被搜查的；透过搜查能找到的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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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 sector 1 ['sektə] n.部门；扇形，扇区；象限仪；函数尺 vt.把…分成扇形

462 se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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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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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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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 send 3 [send] vt.发送，寄；派遣；使进入；发射 vi.派人；寄信 n.上升运动 n.(Send)人名；(德)森德

466 senior 2 ['si:njə] adj.高级的；年长的；地位较高的；年资较深的，资格较老的 n.上司；较年长者；毕业班学生 n.(Senior)人名；
(英)西尼尔

467 sense 1 n.感觉，功能；观念；道理；理智 vt.感觉到；检测 n.森斯（人名）

468 sent 1 [sent] v.送，寄出（send的过去分词） n.(Sent)人名；(德)森特

469 se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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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 ship 4 [ʃip] vt.运送，乘船；以船运送 vi.上船；乘船旅行；当船员 n.船；舰；太空船 n.(Ship)人名；(中)摄(广东话·威妥玛)

471 shipping 1 ['ʃipiŋ] n.[船]船舶，船舶吨数；海运；运送 v.运送，乘船（ship的ing形式） n.(Shipping)人名；(英)希平

472 ships 1 [ʃɪps] n. 船舶 名词ship的复数形式.

473 shipyard 1 ['ʃipjɑ:d] n.造船厂；船坞；修船厂

474 should 1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475 sho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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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477 signal 1 n.信号；暗号；导火线 vt.标志；用信号通知；表示 adj.显著的；作为信号的 vi.发信号 n.(Signal)人名；(瑞典)西格纳尔

478 signals 3 ['sɪɡnəl] n. 信号；标志 v. (发信号)通知、表示 adj. 显著的

479 similar 2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480 simp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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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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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 single 1 ['siŋgl] adj.单一的；单身的；单程的 n.一个；单打；单程票 vt.选出 vi.击出一垒安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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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 sink 1 [siŋk] vi.下沉；消沉；渗透 vt.使下沉；挖掘；使低落 n.水槽；洗涤槽；污水坑 n.(Sink)人名；(英、瑞典)辛克

484 six 1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485 skin 19 [skin] n.皮肤；外皮 vt.剥皮 vi.愈合；长皮

486 sleeve 1 [sli:v] n.[机]套筒，[机]套管；袖子，[服装]袖套 vt.给……装袖子；给……装套筒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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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 smartphone 1 英 ['smɑ tːfəʊn] 美 ['smɑ rːtfoʊn] n. Microsoft开发的新一代手机操作系统平台；智能手机

489 s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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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 soft 1 [sɔft, sɔ:ft] adj.软的，柔软的；温柔的，温和的；软弱的；笨的 adv.柔软地；温和地 n.柔性；柔软的东西；柔软部分

491 som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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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 someone 1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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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 someya 11 染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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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 spi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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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7 spinning 1 ['spiniŋ] n.纺纱 adj.纺织的 v.旋转，纺织（spin的现在分词）

498 sports 2 n.运动；运动会（sport的复数）；（报纸）体育版面；突变；娱乐 adj.运动的；适用于运动的 v.娱乐；戏弄（sport的
第三人称单数）

499 spot 1 [spɔt] n.地点；斑点 vt.认出；弄脏；用灯光照射 vi.沾上污渍；满是斑点 adj.现场的；现货买卖的 adv.准确地；恰好

500 square 1 [skwεə] adj.平方的；正方形的；直角的；正直的 vt.使成方形；与…一致 vi.一致；成方形 n.平方；广场；正方形 adv.成
直角地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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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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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 stretching 1 ['stretʃɪŋ] n. 拉伸 动词stretch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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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 structures 1 [st'rʌktʃəz] n. 结构 名词structure的复数形式.

506 stuck 2 [stʌk] v.刺（stick的过去式） adj.被卡住的；不能动的 n.(Stuck)人名；(德)施图克；(英)斯塔克

507 studies 1 ['stʌdɪz]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

508 Suez 1 ['su:iz, su:'ez] n.苏伊士（埃及东北部港市）；苏伊士运河

509 summit 4 ['sʌmit] n.顶点；最高级会议；最高阶层 adj.最高级的；政府首脑的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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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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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 tag 1 [tæg] n.标签；名称；结束语；附属物 vt.尾随，紧随；连接；起浑名；添饰 vi.紧随 n.(Tag)人名；(丹)塔；(阿拉伯)塔杰

513 Tai 1 [tai; 'tɑ:i] abbr.泰国国际航空公司（ThaiAirwaysInternational） n.(Tai)人名；(阿拉伯)塔伊

514 Takao 2 乔雄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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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 take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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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 taking 1 ['teikiŋ] n.取得；捕获；营业收入 adj.可爱的；迷人的；会传染的 v.拿；捕捉；夺取（take的ing形式）

518 talk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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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 targe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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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 teachers 1 ['titʃə:s] n.教师（teacher的复数形式）

521 team 3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522 technology 4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523 tell 1 [tel] vt.告诉，说；辨别；吩咐；断定 vi.讲述；告发，泄密；识别 n.(Tell)人名；(英、德、瑞典)特尔；(罗、意)泰尔；(阿
拉伯)塔勒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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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 thank 2 [θæŋk] vt.感谢 n.感谢 int.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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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thanks 1 n.谢谢（只用复数） int.谢谢

527 that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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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 the 7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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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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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 there 4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532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533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534 thin 2 [θin] adj.薄的；瘦的；稀薄的；微弱的 vt.使瘦；使淡；使稀疏 vi.变薄；变瘦；变淡 adv.稀疏地；微弱地 n.细小部分 n.
(Thin)人名；(越)辰；(柬)廷

535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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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 this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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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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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 thrusters 1 [θ'rʌstəz] 发动机

541 tidal 1 ['taidəl] adj.潮汐的；潮的，有关潮水的；定时涨落的 n.(Tidal)人名；(瑞典)蒂达尔

542 ti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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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 times 1 [taimz] prep.乘以 v.使…相乘（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时代（time的复数）；[数]次数

544 to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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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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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 Tokyo 1 ['təukjəu; -kiəu; 'tɔ:kjɔ:] n.东京（日本首都）

547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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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 touched 1 adj.受感动的；神经兮兮的 v.触摸（touc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50 tracking 1 ['trækiŋ] n.追踪，跟踪 v.跟踪（track的ing形式）

551 train 1 [trein] n.火车；行列；长队；裙裾 v.培养；训练；瞄准 n.(Train)人名；(英)特雷恩；(法)特兰；(意)特拉因

552 training 1 ['treiniŋ] n.训练；培养；瞄准；整枝 v.训练；教养（train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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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 translated 1 [træns'leɪt] v. 翻译；解释；转移；调动

555 transmit 1 [trænz'mit, træns-, trɑ:n-] vt.传输；传播；发射；传达；遗传 vi.传输；发射信号

556 transmitter 1 [trænz'mitə, træns-, trɑ:n-] n.[电讯]发射机，[通信]发报机；传达人

557 trivia 1 ['triviə] n.琐事

558 trump 1 [trʌmp] n.王牌；法宝；喇叭 vt.胜过；打出王牌赢 vi.出王牌；吹喇叭 n.(Trump)人名；(英)特朗普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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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 trying 1 ['traiiŋ] adj.难受的；难堪的；费劲的；令人厌烦的 v.尝试（try的ing形式）；试验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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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 turbines 1 ['tɜːbaɪnz] 涡轮

563 Turkish 2 ['tə:kiʃ] adj.土耳其人的，土耳其语的；土耳其的；突厥诸语言的 n.土耳其语

564 types 2 ['taɪps] n. 类型 v. 打字 名词typ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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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 ultra 1 ['ʌltrə] adj.极端的；过分的 n.极端主义者；过激论者；急进论者 n.(Ultra)人名；(德、葡)乌尔特拉

567 underway 1 ['ʌndə'wei] adj.进行中的；起步的；航行中的 n.[公路]水底通道

568 unexpected 1 [,ʌnik'spektid] adj.意外的，想不到的

569 unidentified 7 adj.未经确认的；未辨别出的，身份不明的

570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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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572 unknown 1 ['ʌn'nəun] adj.未知的；陌生的，默默无闻的 n.未知数；未知的事物，默默无闻的人

573 unless 1 [ən'les] conj.除非，如果不 prep.除…之外

574 unlikely 1 [,ʌn'laikli] adj.不太可能的；没希望的 adv.未必

575 u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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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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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 us 1 pron.我们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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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 used 3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580 utilizing 1 ['ju tːəlaɪz] vt. <美>利用或使用 =utilise（英）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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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 vessel 1 ['vesəl] n.船，舰；[组织]脉管，血管；容器，器皿 n.(Vessel)人名；(荷)费塞尔；(俄、意、捷)韦塞尔

583 vide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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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4 virtua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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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 Vladimir 1 ['vlædimə] n.弗拉基米尔（古罗斯弗拉基米尔-苏兹达里公国的古都）

586 waiting 1 ['weitiŋ] n.等待；服侍 adj.等待的；服侍的 v.等待；伺候（wait的ing形式）；延缓 n.(Waiting)人名；(英)韦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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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 warm 1 [wɔ:m] adj.温暖的；热情的 vi.同情；激动；变温暖 vt.使…兴奋；使…温暖；使…感兴趣 n.取暖；加热 n.(Warm)人名；
(英)沃姆；(德)瓦姆

589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590 wasn 1 abbr. 无线、随意及感测网路研讨会（Workshop on Wireless 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

591 waste 1 [weist] n.浪费；废物；荒地；损耗；地面风化物 vt.浪费；消耗；使荒芜 vi.浪费；变消瘦；挥霍钱财 adj.废弃的；多余
的；荒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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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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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4 wa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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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 w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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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6 wearable 1 ['wεərəbl] adj.可穿用的，可佩带的；耐用的 n.衣服

597 wearables 1 ['weərəblz] n. 可穿戴的设施

598 wearing 2 [wεə riŋ, wεərŋ, 'wεəriŋ] adj.磨损的；穿用的；令人疲倦的 v.穿着；磨损（wear的ing形式） n.(Wearing)人名；(英)韦尔林

599 week 1 [wi:k] n.周，星期

600 weeke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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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 weight 2 [weit] n.重量，重力；负担；砝码；重要性 vt.加重量于，使变重 n.(Weight)人名；(英)韦特；(捷)魏格特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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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 we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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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4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605 wh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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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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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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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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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9 white 1 [hwait] adj.白色的；白种的；纯洁的 n.白色；洁白；白种人

610 who 3 pron.谁；什么人

611 why 3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612 wi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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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 wind 1 [[wɪnd] n.风；呼吸；气味；卷绕 vt.缠绕；上发条；使弯曲；吹号角；绕住或缠住某人 vi.缠绕；上发条；吹响号角 n.
(Wind)人名；(英、德、瑞典)温德

614 wireless 1 ['waiəlis] adj.无线的；无线电的 n.无线电 vt.用无线电报与…联系；用无线电报发送 vi.打无线电报；打无线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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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with 18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616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17 wonder 1 [ˈwʌndə(r)] n.惊奇；奇迹；惊愕 vi.怀疑；想知道；惊讶 vt.怀疑；惊奇；对…感到惊讶 adj.奇妙的；非凡的 n.Wonder，
旺德（人名）

618 wor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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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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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621 world 5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622 worn 1 [wɔ:n] adj.疲倦的；用旧的 v.穿；磨损（wear的过去分词）；佩戴 n.(Worn)人名；(柬)翁；(英、葡)沃恩

623 worth 1 [wə:θ] adj.值…的 n.价值；财产 n.(Worth)人名；(英)沃思；(德)沃特

624 would 6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625 XI 1 [sai, zai, ksai, ksi:] n.希腊字母的第14个字母；粒子（等于xiparticle）

626 yacht 2 [jɔt] vi.乘游艇，驾游艇 n.游艇，快艇；轻舟 n.(Yacht)人名；(英)约特

627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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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 yesterday 1 ['jestədi,-dei] n.昨天；往昔 adv.昨天

630 yet 2 [jet] adv.还；但是；已经 conj.但是；然而 n.(Ye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一

631 you 1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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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 YouTube 1 英 ['ju tːjuːb] 美 ['ju tːuːb] n. 一个互联网视频共享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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