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nn10 2021-09-28 词汇表词汇表

1 abandoned 1 [ə'bændənd] adj.被抛弃的；无约束的；恣意放荡的；寡廉鲜耻的 v.抛弃（abando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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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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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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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coustic 2 [ə'ku:stik] adj.声学的；音响的；听觉的 n.原声乐器；不用电传音的乐器 n.(Acoustic)人名；(法)阿库斯蒂克

6 across 3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7 act 1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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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ctivities 1 英 [æk'tɪvɪtɪ] 美 [æk'tɪvəti] n. 活动；活跃 vt. 表演 adj. 厉害

10 actually 4 adv.实际上；事实上

11 administration 2 [əd,mini'streiʃən] n.管理；行政；实施；行政机构

12 aerial 1 ['εəriəl] adj.空中的，航空的；空气的；空想的 n.[电讯]天线

13 afraid 1 [ə'freid] adj.害怕的；恐怕；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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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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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im 1 vt.目的在于；引导；把…对准 vi.打算；对准目标；瞄准 n.目的；目标；对准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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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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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laska 1 [ə'læskə] n.阿拉斯加州

20 alert 3 [ə'lə:t] vt.警告；使警觉，使意识到 adj.警惕的，警觉的；留心的 n.警戒，警惕；警报 n.(Alert)人名；(西)阿莱尔特

21 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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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llowed 1 adj.允许，容许的 v.允许；认可（allow的过去分词）

23 allows 1 [ə'laʊz] 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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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lso 7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26 always 1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27 amazing 1 [ə'meiziŋ] adj.令人惊异的 v.使吃惊（amaze的ing形式）

28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29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0 analyzes 1 ['ænəlaɪz] vt. 分析；解析；研究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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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nd 42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33 angeles 1 ['ændʒələs] n.安杰利斯（姓氏）；天使城（菲律宾地名）

34 animals 2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35 anot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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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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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a 2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38 areas 1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39 aren 1 阿伦

40 Argentina 1 [,ɑ:dʒən'ti:nə] n.阿根廷（位于拉丁美洲）

41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42 as 4 [æz] conj.因为；随着；虽然；依照；当…时 prep.如同；当作；以…的身份 adv.同样地；和…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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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association 1 [ə,səusi'eiʃən, ə,səuʃi'ei-] n.协会，联盟，社团；联合；联想

44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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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Atlantic 2 [ət'læntik] n.大西洋 adj.大西洋的

46 atmospheric 1 [,ætməs'ferik,-kəl] adj.大气的，大气层的

47 availability 1 [ə,veilə'biləti] n.可用性；有效性；实用性

48 avera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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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ball 1 [bɔ:l] n.球；舞会 vi.成团块 vt.捏成球形 n.(Ball)人名；(土)巴勒；(英、西)鲍尔；(法、德、俄、罗、捷)巴尔

50 baseball 2 ['beisbɔ:l] n.棒球；棒球运动

51 bases 2 ['beisi:z] n.基础（base的复数形式）；根据；主要成分 n.(Bases)人名；(西)巴塞斯

52 b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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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ause 3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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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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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begin 3 [bɪ̍ 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57 behavior 1 [bi'heivjə] n.行为，举止；态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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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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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best 2 [best] n.最好的人，最好的事物；最佳状态 adj.最好的 adv.最好地 vt.打败，胜过 n.(Best)人名；(英、西、德、葡、法)贝斯
特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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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63 biden 1 n. 拜登(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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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bight 3 [bait] n.海湾，绳圈；曲线

66 bill 5 [bil] n.[法]法案；广告；账单；[金融]票据；钞票；清单 vt.宣布；开账单；用海报宣传

67 bills 3 [bɪls] n. 账单；纸钞；汇票；法案 名词bill的复数形式.

68 boat 1 [bəut] n.小船；轮船 vi.划船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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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books 1 ['bʊks] n. 帐目；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

71 borrow 1 ['bɔrəu] vi.借；借用；从其他语言中引入 vt.借；借用 n.(Borrow)人名；(英)博罗

72 breed 1 [bri:d] vi.繁殖；饲养；产生 vt.繁殖；饲养；养育，教育；引起 n.[生物]品种；种类，类型 n.(Breed)人名；(英)布里德

73 Bridges 1 ['bridʒiz] n.布里奇斯（姓氏）

74 Britain 2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75 British 3 ['britiʃ] adj.英国的；英国人的；大不列颠的 n.英国人

76 broadcasting 1 ['brɔ:d,kɑ:stiŋ, -,kæstiŋ] n.播放；广播节目 v.广播（broadcast的ing形式）

77 buoys 1 [bɔɪ] n. 浮标；浮筒；救生圈；救生衣 v. 使浮起；支持；鼓励；用浮标指示

78 busiest 1 adj.最忙的（busy的最高级形式）

79 busy 2 ['bizi] adj.忙碌的；热闹的；正被占用的 vt.使忙于 n.(Busy)人名；(匈)布希；(法)比西

80 b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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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buying 2 n.买进 v.购买；获得；收买（buy的ing形式）

82 b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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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ifornia 2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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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calls 1 ['kɔː lz] n. 呼唤；命令；电话；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

86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87 ca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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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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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食品罐头

88 cans 1 [kæns] n. 罐头 名词can的复数.

89 captured 1 英 ['kæptʃə(r)] 美 ['kæptʃər] vt. 捕获；占领；夺取；吸引；(用照片等)留存 n. 捕获；战利品

90 card 1 [kɑ:d] n.卡片；纸牌；明信片 vt.记于卡片上 n.(Card)人名；(英)卡德

91 Carl 3 [kɑ:l] n.卡尔（男名）

92 cars 1 英 [kɑ:z] 美 [kɑ:rz] n. 汽车；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

93 caught 1 [kɔ:t] v.捕捉（catch的过去分词）

94 ceiling 3 ['si:liŋ] n.天花板；上限

95 cellphone 1 英 ['selfəʊn] 美 ['selfoʊn] n. 手机；便携无线电话

96 central 1 ['sentrəl] adj.中心的；主要的；中枢的 n.电话总机

97 certain 1 ['sə:tən] adj.某一；必然的；确信；无疑的；有把握的 pron.某些；某几个 n.(Certain)人名；(葡)塞尔塔因；(法)塞尔坦

98 chain 2 n.链；束缚；枷锁 vt.束缚；囚禁；用铁链锁住

99 challenges 2 ['tʃælɪndʒ] n. 挑战；邀请比赛；盘问；质疑 v. 向 ... 挑战；盘问；质疑

100 channel 2 vt.引导，开导；形成河道 n.通道；频道；沟渠；海峡

101 characterize 1 ['kærəktəraiz] vt.描绘…的特性；具有…的特征 vi.塑造人物

102 charging 1 英 [tʃɑːdʒɪŋ] 美 ['tʃɑːdʒɪŋ] n. 充电；装料；炉料 动词charge的现在分词形式.

103 chase 1 [tʃeis] vt.追逐；追捕；试图赢得；雕镂 vi.追逐；追赶；奔跑 n.追逐；追赶；追击 n.(Chase)人名；(英)蔡斯；(法)沙斯

104 cheesy 1 adj.干酪质的；下等的；虚伪的

105 cliffs 1 n. 克利夫斯(在美国；西经 117º00' 北纬 42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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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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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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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cnn 6 [ˌsiː en'en] abbr. 美国有线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

111 coas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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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coexist 1 ['kəuig'zist] vi.共存；和平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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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college 1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115 Columbia 1 [kə'lʌmbiə] n.哥伦比亚

116 combining 1 [kəm'bainiŋ] adj.化合的，结合性的 v.结合（combine的ing形式）

117 coming 1 ['kʌmiŋ] adj.即将到来的；接着的；前途有望的 n.来到；到达 v.来（come的ing形式）

118 commenting 1 英 ['kɒment] 美 ['kɑːment] n. 注释；评论；闲话 v. 评论；注释

119 community 2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120 commute 1 vi.（搭乘车、船等）通勤；代偿 vt.减刑；交换；用……交换；使……变成 n.通勤（口语）

121 companies 1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122 compan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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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conducted 1 [kən'dʌkt] n. 行为；举动；品行 v. 引导；指挥；管理 vt. 导电；传热

124 congress 4 ['kɔŋgres, kən'gres] n.国会；代表大会；会议；社交

125 connects 1 [kə'nekt] v. 连接；接通；联系

126 conservation 3 [,kɔnsə'veiʃən] n.保存，保持；保护

127 contending 1 [kən'tend] v. 竞争；争斗；争辩；坚决主张

128 continue 1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129 control 1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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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corporation 1 n.公司；法人（团体）；社团；市政当局

132 correspondent 1 [,kɔ:ri'spɔndənt] n.通讯记者；客户；通信者；代理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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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costa 1 ['kɔstə] n.[解剖]肋骨；叶脉；[昆]前缘脉 n.(Costa)人名；(希、印尼、西、芬、罗、葡、加纳、德、意、英、法)科斯塔

134 could 5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135 countr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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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covid 1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137 creates 1 [kri'ː eɪts] n. 创立 创建.

138 crisis 3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139 crowded 1 ['kraudid] adj.拥挤的；塞满的 v.拥挤（crowd的过去分词）

140 current 1 ['kʌrənt] adj.现在的；流通的，通用的；最近的；草写的 n.（水，气，电）流；趋势；涌流 n.(Current)人名；(英)柯伦
特

141 debating 1 [dɪ'beɪtɪŋ] 动词debate的现在分词形式

142 debt 2 [det] n.债务；借款；罪过

143 delivery 2 [di'livəri] n.[贸易]交付；分娩；递送

144 demand 1 [di'mɑ:nd, -'mænd] vt.要求；需要；查询 vi.需要；请求；查问 n.[经]需求；要求；需要 n.(Demand)人名；(德)德曼德

145 democrats 5 ['deməkræts] n. 民主党员 名词democra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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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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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deserves 1 英 [dɪ'zɜːv] 美 [dɪ'zɜ rːv] vt. 应受；值得

149 despite 1 [di'spait] prep.尽管，不管 n.轻视；憎恨；侮辱

150 detect 3 [di'tekt] vt.察觉；发现；探测

151 developers 1 [dɪ'veləpəz] 开发商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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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diamond 1 ['daiəmənd] n.钻石，金刚石；菱形；方块牌 adj.菱形的；金刚钻的 n.(Diamond)人名；(英、意、葡)戴蒙德；(法)迪亚
蒙

154 difference 1 n.差异；不同；争执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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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disagreement 1 [,disə'gri:mənt] n.不一致；争论；意见不同

157 distance 1 ['distəns] n.距离；远方；疏远；间隔 vt.疏远；把…远远甩在后面

158 DNA 1 [,di:,en'ei] abbr.脱氧核糖核酸（deoxyribonucleicacid）；（美国）国防部核子局（DefenseNuclearAgency）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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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dodgers 1 ['dɔdʒəz] n. 躲闪者， 欺瞒者；传单广告用纸（dodg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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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don 2 [dɔn] n.先生，阁下；指导教师，大学教师 vt.穿上 n.(Don)人名；(缅)顿；(英)唐(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

163 do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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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dos 2 [du:z] abbr.磁盘操作系统（DiskOperatingSystem）

165 dow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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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drivers 3 [d'raɪvəz] n. 驱动器；驱动程序；司机 名词driver的复数形式.

167 drop 1 [drɔp] vt.滴；使降低；使终止；随口漏出 vi.下降；终止 n.滴；落下；空投；微量；滴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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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ast 1 [i:st] n.东方；东风；东方国家 adj.东方的；向东的；从东方来的 adv.向东方，在东方 n.(East)人名；(英)伊斯特

170 eating 1 ['i:tiŋ] adj.侵蚀的；可生食的；进餐用的 n.吃；食物 v.吃（eat的ing形式）

171 edna 1 ['ednə] n.埃德娜（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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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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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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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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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哪一个；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

176 electric 1 [i'lektrik] adj.电的；电动的；发电的；导电的；令人震惊的 n.电；电气车辆；带电体

177 empties 1 ['emptiz] n.空矿车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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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ndangered 1 [in'deindʒəd] adj.濒临灭绝的；有生命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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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ntanglement 1 [in'tæŋglmənt] n.纠缠；铁丝网；缠绕物；牵连

182 environmental 3 [in,vaiərən'mentəl] adj.环境的，周围的；有关环境的

183 essentially 1 [i'senʃəli] adv.本质上；本来

184 et 2 [i:ti:] conj.（拉丁语）和（等于and）

185 eu 1 abbr.欧盟（EuropeanUnion）；能量单位（EnergyUnit）；熵的单位（EntropyUnit）；等效单位（EquivalentUnit） n.(Eu)人
名；(中)余(普通话·威妥玛)；(英)尤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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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xacerbated 1 英 [ɪɡ'zæsəbeɪt] 美 [ɪɡ'zæsərbeɪt] vt. 加重(使 ... 恶化；激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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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ected 1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190 experts 3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191 expire 1 [ik'spaiə, ek-] vi.期满；终止；死亡；呼气 vt.呼出（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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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face 1 [feis] n.脸；表面；面子；面容；外观；威信 vi.向；朝 vt.面对；面向；承认；抹盖 n.(Face)人名；(法)法斯；(意)法切

194 facing 1 ['feisiŋ] n.饰面；衣服等的贴边

195 fallout 1 ['fɔ:l'aut] n.原子尘；[核][环境]放射性尘埃；原子尘微粒回降；附带结果

196 fanatics 1 [fə'nætɪks] n. 狂热分子 名词fanatic的复数形式.

197 far 1 [fɑ:] adv.很；遥远地；久远地；到很远的距离；到很深的程度 adj.远的；久远的 n.远方 n.(Far)人名；(德、西、塞)法尔

198 farms 1 英 [fɑːm] 美 [fɑ rːm] n. 农场；农田 v. 务农

199 fast 2 [fɑ:st, fæst] adj.快速的，迅速的；紧的，稳固的 adv.迅速地；紧紧地；彻底地 vi.禁食，斋戒 n.斋戒；绝食 n.(Fast)人名；
(德、英、俄、芬、捷、瑞典)法斯特

200 fastest 2 ['fɑːstɪst] adj. 最快的 形容词fast的最高级形式.

201 featured 1 ['fi:tʃəd] adj.特定的；被作为特色的；有…的面貌特征的 v.使…有特色；起重要作用（feature的过去分词）

202 Federal 1 ['fedərəl] adj.联邦的；同盟的 n.北部联邦同盟盟员；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
(Federal)人名；(英)费德勒尔

203 feed 1 [fi:d] vt.喂养；供给；放牧；抚养（家庭等）；靠…为生 vi.吃东西；流入 n.饲料；饲养；（动物或婴儿的）一餐

204 female 6 ['fi:meil] adj.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n.女人；[动]雌性动物

205 fin 1 [fin] n.鳍；鱼翅；鳍状物 vt.切除鳍；装上翅 vi.猛挥鳍；潜泳 n.(Fin)人名；(法)芬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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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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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fi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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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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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fishing 2 ['fiʃiŋ] n.渔业；捕鱼（术）；试探；装配 adj.钓鱼的；钓鱼用的 v.捕鱼（fish的ing形式）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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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for 1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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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free 1 [fri:] adj.免费的；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化学]游离的 vt.使自由，解放；释放 adv.自由地；免费 n.(Free)人名；(英)弗里

215 fresh 1 [freʃ] adj.新鲜的；清新的；淡水的；无经验的 n.开始；新生；泛滥 adv.刚刚，才；最新地

216 from 7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17 fuel 6 ['fjuəl] vi.得到燃料 vt.供以燃料，加燃料 n.燃料；刺激因素

218 funding 3 ['fʌndiŋ] n.提供资金；用发行长期债券的方法来收回短期债券 v.提供资金；积存（fund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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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future 1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220 garage 1 n.车库；汽车修理厂；飞机库 vt.把……送入车库；把（汽车）开进车库 n.（阿拉伯）贾拉杰（人名）

221 g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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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gasoline 2 ['gæsəli:n] n.汽油

223 gear 1 [giə] n.齿轮；装置，工具；传动装置 vi.适合；搭上齿轮；开始工作 vt.开动；搭上齿轮；使……适合；使……准备好 adj.
好极了 n.(Gear)人名；(英)吉尔

224 genetic 2 [dʒi'netik] adj.遗传的；基因的；起源的

225 get 6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226 giants 1 ['dʒaɪənts] n. 巨人；巨物；伟人 名词giant的复数形式.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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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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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government 10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230 graphic 1 ['græfik] adj.形象的；图表的；绘画似的

231 grapple 1 ['græpl] vi.抓住；格斗；抓斗机 vt.抓住；与…格斗 n.抓住；格斗

232 grappling 1 ['græpliŋ] n.擒拿；探线；锚定 v.抓钩；扭打；握牢（grapple的ing形式）

233 gre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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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grounds 1 [ɡ'raʊndz] n. 木砖 名词groun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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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Harbor 1 ['hɑ:bə] vt.庇护；怀有 n.海港；避难所 vi.居住，生存；入港停泊；躲藏 n.(Harbor)人名；(英)哈伯

237 harmful 1 ['hɑ:mful] adj.有害的；能造成损害的

238 harness 1 vt.治理；套；驾驭；披上甲胄；利用 n.马具；甲胄；挽具状带子；降落伞背带；日常工作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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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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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having 2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242 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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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hel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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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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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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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highly 1 ['haili] adv.高度地；非常；非常赞许地

247 him 3 [him, 弱im] pron.他（宾格） n.(Him)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欣；(柬)亨；(中)谦(广东话·威妥玛)

248 his 6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249 hold 1 vt.持有；拥有；保存；拘留；约束或控制 vi.支持；有效；持续 n.控制；保留 n.(Hold)人名；(英、德、捷)霍尔德 又
作“Hold住”使用，中英混用词汇，表示轻松掌控全局。 [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

250 holds 1 英 [həʊldz] 美 [hoʊldz] n. 货舱；船舱 名词hold的复数形式.

251 home 3 [həum] n.家，住宅；产地；家乡；避难所 adv.在家，回家；深入地 adj.国内的，家庭的；有效的 vt.归巢，回家 n.(Home)
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252 housing 1 ['hausiŋ] n.房屋；住房供给；[机]外壳；遮盖物；机器等的防护外壳或外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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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Howard 2 ['hauəd] n.霍华德（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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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humpback 1 ['hʌmpbæk] n.驼背；座头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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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hurting 1 adj.受伤害的；受损的 v.伤害；伤心；弄痛（hurt的ing形式）

259 iconic 1 [ai'kɔnik] adj.图标的，形象的

260 if 4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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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immigration 1 [,imi'greiʃən] n.外来移民；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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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imp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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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in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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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incidental 1 [,insi'dentəl] adj.附带的；偶然的；容易发生的 n.附带事件；偶然事件；杂项

266 include 3 [in'klu:d] vt.包含，包括

267 industry 3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268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269 infrastructure 1 ['infrə,strʌktʃə] n.基础设施；公共建设；下部构造

270 institute 1 ['institjut, -tu:t] vt.开始（调查）；制定；创立；提起（诉讼） n.学会，协会；学院

271 is 2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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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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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it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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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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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jersey 1 ['dʒə:zi] n.运动衫，毛线衫 n.(Jersey)人名；(英)泽西；(德)耶尔赛

277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278 joined 1 [dʒɔɪnd]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79 Jurassic 2 [dʒu'ræsik] adj.侏罗纪的；侏罗系的 n.[地质]侏罗纪

280 ju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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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kingdom 2 ['kiŋdəm] n.王国；界；领域 n.(Kingdom)人名；(英)金德姆

282 know 6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283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284 labor 1 ['leibə] n.劳动；工作；劳工；分娩 vi.劳动；努力；苦干 vt.详细分析；使厌烦 n.(Labor)人名；(德、塞、法)拉博尔；(英)
拉博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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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landforms 1 ['lændfɔː mz] 地形

287 landmarks 1 ['lændmɑːks] n. 地标，陆标；里程碑（名词landmark的复数形式）

288 lanes 2 拉纳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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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largely 1 ['lɑ:dʒli] adv.主要地；大部分；大量地

291 larger 1 adj.大的；多量的；大的(large的比较级)；大规模的；众多的；（服装、食物、日用品等）大型号的

292 late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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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lawmakers 3 n.立法者(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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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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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left 2 adj.左边的；左派的；剩下的 adv.在左面 n.左边；左派；激进分子 v.离开（leave的过去式）

297 legislation 2 [,ledʒis'leiʃən] n.立法；法律

298 legislative 1 ['ledʒislətiv] adj.立法的；有立法权的 n.立法权；立法机构

299 l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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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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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levels 1 ['levəlz] n.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02 lik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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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limit 3 ['limit] n.限制；限度；界线 vt.限制；限定

304 lines 1 [laɪnz] n. (剧本中的)台词；诗歌；线条；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

305 linked 1 [liŋkt] adj.连接的；联合的；显示连环遗传的 v.连接；串联（link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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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list 1 [list] n.[计]列表；清单；目录 vi.列于表上 vt.列出；记入名单内 n.(List)人名；(匈)李斯特；(英、德、法、西、捷)利斯特

307 live 1 [lɪv,lʌɪv] adj.活的；生动的；实况转播的；精力充沛的 vt.经历；度过 vi.活；居住；生存 n.(Live)人名；(法)利夫

308 local 1 ['ləukəl] n.[计]局部；当地居民；本地新闻 adj.当地的；局部的；地方性的；乡土的

309 localized 1 英 ['ləʊkəlaɪzd] 美 ['loʊkəlaɪzd] adj. 局部的；地方的 动词local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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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London 2 ['lʌndən] n.伦敦

312 lo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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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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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lorry 1 ['lɔ:ri, 'lɔ:-] n.（英）卡车；[车辆]货车；运料车 n.(Lorry)人名；(法、德)洛里

315 Los 1 [lɔ:s] abbr.视线（LineofSight）；月球轨道航天器（LunarOrbiterSpacecraft） n.(Los)人名；(匈)洛什；(俄、西、瑞典、塞、
英)洛斯

316 lo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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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loudon 3 n. 劳登

318 macho 6 ['mɑ:tʃəu] adj.大男子气概的 n.强壮男子；大丈夫 n.(Macho)人名；(西)马乔；(捷)马霍

319 majo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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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m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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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mammals 1 ['mæml] n. 哺乳动物 名词mammal的复数形式.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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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management 1 ['mænidʒmənt] n.管理；管理人员；管理部门；操纵；经营手段

324 mandate 1 ['mændeit] n.授权；命令，指令；委托管理；受命进行的工作 vt.授权；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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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marine 1 [mə'ri:n] adj.船舶的；海生的；海产的；航海的，海运的 n.海运业；舰队；水兵；（海军）士兵或军官 n.(Marine)人
名；(西)马里内；(英)马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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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maybe 1 ['meibi] adv.也许；可能；大概 n.可能性；不确定性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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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mean 1 adj.平均的；卑鄙的；低劣的；吝啬的 vt.意味；想要；意欲 n.平均值 vi.用意 n.(Mean)人名；(柬)棉

331 mentioned 1 ['menʃnd] adj. 提到的；提过的 动词mentio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32 methods 1 ['meθədz] n.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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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migratory 1 ['maigrətəri] adj.迁移的；流浪的

335 mission 1 ['miʃən] n.使命，任务；代表团；布道 vt.派遣；向……传教

336 money 2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337 mor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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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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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multi 1 ['mʌlti] pref.多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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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na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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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national 2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343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344 need 1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345 needs 2 [ni:dz] adv.（只与must连用）必须地 n.需要（need的复数） v.需要；必须；缺少（need的三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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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new 14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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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Nina 2 ['ni:nə; 'nai-] n.尼娜（女名）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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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noise 1 [nɔiz] n.[环境]噪音；响声；杂音 vt.谣传 vi.发出声音；大声议论 n.(Noise)人名；(英)诺伊斯

351 noisy 1 adj..嘈杂的；喧闹的；聒噪的

352 normal 1 adj.正常的；正规的；标准的 n.正常；标准；常态；法线（数学） n.(Normal)人名；(德)诺马尔

353 north 2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354 Norwegian 1 [nɔ:'wi:dʒən] adj.挪威的；挪威语的；挪威人的 n.挪威语；挪威人

355 not 5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356 noth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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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now 5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358 ocean 3 ['əuʃən] n.海洋；大量；广阔 n.(Ocean)人名；(罗)奥切安

359 oceanic 1 ['əuʃi'ænik] adj.海洋的；海洋产出的；在海洋中生活的；广阔无垠的

360 of 3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61 off 2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362 official 1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363 offshore 2 ['ɔf'ʃɔ:, 'ɔ:-] adj.离岸的；[海洋]近海的；吹向海面的 adv.向海面，向海

364 O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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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 once 2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366 on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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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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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 o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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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 ord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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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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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 others 1 pron.其他人

372 our 3 ['auə, ɑ:] pron.我们的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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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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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w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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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 package 1 ['pækidʒ] n.包，包裹；套装软件，[计]程序包 adj.一揽子的 vt.打包；将…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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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 panic 2 ['pænik] n.恐慌，惊慌；大恐慌 adj.恐慌的；没有理由的 vt.使恐慌 vi.十分惊慌 n.(Panic)人名；(罗)帕尼克

379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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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partnership 1 ['pɑ:tnəʃip] n.合伙；[经管]合伙企业；合作关系；合伙契约

381 passed 2 [pa:st] adj.已经通过的；已经过去的；已被传递的 v.通过；传递（pass的过去分词）；超过

382 passes 1 ['paː sɪz] n. 途径；通行 名词pass的复数形式.

383 pathway 1 ['pɑ:θwei, 'pæθ-] n.路，道；途径，路径

384 pause 1 [pɔ:z] n.暂停；间歇 vi.暂停，停顿，中止；踌躇 n.(Pause)人名；(德)保泽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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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 people 3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387 petrol 1 ['petrəl] n.（英）汽油

388 pH 1 [,pi: 'eitʃ] abbr.酸碱度符号（描述氢离子活度的）

389 photographs 1 英 ['fəʊtəgræfs] 美 ['foʊtəgræfs] n. 照片 名词photograph的复数形式.

390 piece 1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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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 pieces 1 n.匹头，毛束；件片块个工件零件

392 plac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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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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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 playing 1 ['pleiiŋ] n.比赛；演奏 v.玩耍（play的ing形式）

395 plenty 1 ['plenti] n.丰富，大量；充足 adj.足够的，很多的 adv.足够 n.(Plenty)人名；(英)普伦蒂

396 policies 1 英 ['pɒləsi] 美 ['pɑ lːəsi] n. 政策；方针 n. 保险单

397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398 politically 1 [pə'litikli] adv.政治上

399 popular 1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400 population 2 [,pɔpju'leiʃən] n.人口；[生物]种群，[生物]群体；全体居民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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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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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 pow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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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 practical 1 ['præktikəl] adj.实际的；实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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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pre 1 abbr.炼油工程师（PetroleumRefiningEngineer）

407 presence 2 ['prezəns] n.存在；出席；参加；风度；仪态

408 presidency 1 ['prezidənsi] n.总统（或董事长、会长、大学校长等）的职位（任期）；管辖；支配

409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410 priorities 1 英 [praɪ'ɒrəti] 美 [praɪ'ɔː rəti] n. 优先权；优先；优先顺序

411 problem 3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412 produce 1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413 productive 1 [prəu'dʌktiv] adj.能生产的；生产的，生产性的；多产的；富有成效的

414 projec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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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 protect 3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416 public 1 ['pʌblik] adj.公众的；政府的；公用的；公立的 n.公众；社会；公共场所 n.(Public)人名；(英)帕布利克

417 pumps 2 ['pʌmps] n. 轻舞鞋 名词pump的复数形式.

418 push 1 vt.推动，增加；对…施加压力，逼迫；按；说服 vi.推进；增加；努力争取 n.推，决心；大规模攻势；矢志的追求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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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 railroads 1 英 ['reɪlrəʊd] 美 ['reɪlroʊd] n. 铁路；铁路公司 =railway（英）. vt. 由铁道运输；使（议案等）草草通过；迫使仓促行事 vi.
在铁路公司工作

421 raise 3 [reiz] vt.提高；筹集；养育；升起 vi.上升 n.高地；上升；加薪 n.(Raise)人名；(英)雷兹

422 rais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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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 ran 1 [ræn] v.跑（run的过去式） n.(Ran)人名；(俄、瑞典、塞)拉恩；(柬)兰

424 rank 1 [ræŋk] n.排；等级；军衔；队列 adj.讨厌的；恶臭的；繁茂的 vt.排列；把…分等 vi.列为；列队 n.(Rank)人名；(英、德、
芬、捷)兰克

425 rather 1 ['rɑ:ðə, 'ræ-] adv.宁可，宁愿；相当 int.当然啦（回答问题时用） n.(Rather)人名；(英)拉瑟

426 re 8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427 reached 1 到达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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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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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431 record 3 [ri'kɔ:d, 'rekɔ:d] vt.记录，记载；标明；将...录音 vi.记录；录音 n.档案，履历；唱片；最高纪录 adj.创纪录的 n.(Record)人
名；(法)勒科尔；(英)雷科德

432 refineries 1 [rɪ'faɪnəri] n. 精练厂

433 reform 1 [ri'fɔ:m] n.改革，改良；改正 vt.改革，革新；重新组成 vi.重组；改过 adj.改革的；改革教会的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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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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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remains 1 [ri'meinz] n.残余；遗骸

436 remember 1 [ri'membə] vt.记得；牢记；纪念；代…问好 vi.记得，记起

437 renewable 2 [ri'nju:əbl] adj.可再生的；可更新的；可继续的 n.再生性能源

438 replicated 1 ['replɪkeɪt] v. 复制；模拟；折叠 n. 复制品 adj. 复制的；折叠的

439 reportedly 1 [ri'pɔ:tidli] adv.据报道；据传闻

440 republicans 4 n. 共和党人 名词Republican的复数形式.

441 requesting 1 [rɪ'kwest] n. 请求；要求 vt. 请求；要求

442 research 2 n.研究；调查 vi.研究；调查 vt.研究；调查 [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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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 restricted 1 [ri'striktid] adj.受限制的；保密的 v.限制（restri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45 restrictions 1 [rɪ'strɪkʃn] n. 限制；约束

446 reverse 1 [ri'və:s] n.背面；相反；倒退；失败 vt.颠倒；倒转 adj.反面的；颠倒的；反身的 vi.倒退；逆叫

447 rica 1 ['riː kə] (=reverse immune cytoadhesion) 反向免疫细胞粘着,(=right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右颈内动脉

448 rich 1 adj.富有的；肥沃的；昂贵的 adj.油腻的，含有很多脂肪 n.(Rich)人名；(丹)里克；(捷)里赫；(英、西)里奇；(葡、法)里什

449 righ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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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 roads 1 n. 路；道路 名词road的复数形式 n. 罗兹(姓氏)

451 rocks 1 n.[岩]岩石，岩礁；岩石礁石（rock复数形式） v.轻轻摇摆；发抖；演唱摇滚乐（rock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Rocks)
人名；(英、德)罗克斯

452 rosenbaum 8 n. 罗森鲍姆

453 ruff 1 [rʌf] n.轴环；出王牌；鸟兽颈毛；飞边（流行于16和17世纪的白色轮状皱领） vt.出王牌；胜过 vi.出王牌 n.(Ruff)人名；
(德、西、意、匈、瑞典)鲁夫；(法)吕夫；(英)拉夫

454 rules 1 n.[数]规则；条例（rule的复数形式） v.统治；支配；裁定（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455 run 1 vi.经营；奔跑；运转 vt.管理，经营；运行；参赛 n.奔跑；赛跑；趋向；奔跑的路程 n.(Run)人名；(塞)鲁恩

456 runn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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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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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 Russell 1 ['rʌsəl] n.拉塞尔（英国工程师，整流器发明人）

459 sales 1 [seilz] adj.销售的，售货的；有关销售的 n.销售（sale的复数）；销售额 n.(Sales)人名；(意、西、葡)萨莱斯；(法)萨勒；
(英)塞尔斯

460 sample 1 ['sɑ:mpl, 'sæ-] vt.取样；尝试；抽样检查 n.样品；样本；例子 adj.试样的，样品的；作为例子的 n.(Sample)人名；(英)桑
普尔

461 samples 1 ['sɑːmplz] n. 采样；示例 名词sample的复数形式.

462 santos 2 ['sa:ntu:s] n.桑托斯（巴西港口）

463 sa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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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 says 4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465 scenes 1 ['siː nz] n. 场景；背景，景色（名词scene的复数形式）

466 school 3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467 scientist 2 ['saiəntist] n.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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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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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 seconds 2 ['sekəndz] n. 秒，时刻 名词second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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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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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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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 se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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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 separate 1 vt.使分离；使分开；使分居 vi.分开；隔开；分居 adj.单独的；分开的；不同的；各自的； n..分开；抽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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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 September 2 [sep'tembə] n.九月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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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 settles 1 ['setl] v. 解决；定居；安顿；平静；结算 n. 背长椅，座位；定居，安顿

479 shell 1 [ʃel] n.壳，贝壳；炮弹；外形 vi.剥落；设定命令行解释器的位置 vt.剥皮；炮轰

480 shi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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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 shippers 1 n. 托运人；运货商（shipper的复数）

482 shipp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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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 ships 1 [ʃɪps] n. 船舶 名词ship的复数形式.

484 Shores 1 滨

485 sho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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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 shortage 4 ['ʃɔ:tidʒ] n.缺乏，缺少；不足

487 shouting 1 ['ʃəutiŋ] n.大喊大叫 vi.大喊大叫（shout的现在分词）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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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 showing 1 ['ʃəuiŋ] n.放映；表演；陈列 v.展示（show的ing形式）

490 shutdown 1 ['ʃʌtdaun] n.关机；停工；关门；停播

491 shuts 1 [ʃʌt] v. 关闭；合拢；停止 adj. 关闭的；停止营业的 n. 关闭

492 sighting 1 [saitiŋ] n.瞄准；照准；视线 v.看见（sight的ing形式）

493 sightings 1 n.照准，观察，视线( sighting的名词复数 )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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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 skilled 1 [skild] adj.熟练的；有技能的；需要技能的

496 skyline 1 ['skailain] n.地平线；空中轮廓线；架空索 vt.天空映衬出…的轮廓

497 slated 1 [sleɪt] n. 板岩；石板；石片；石板色；候选人名单 adj. 暗蓝灰色的；含板岩的 vt. 用石板覆盖；严厉批评；提名；预订

498 slow 1 [sləu] adj.慢的；减速的；迟钝的 vi.变慢；变萧条 vt.放慢；阻碍 adv.慢慢地；迟缓地 n.(Slow)人名；(英)斯洛

499 slowdown 1 ['sləudaun] n.减速；怠工；降低速度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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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 social 1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502 society 2 [sə'saiəti] n.社会；交往；社团；社交界

503 solutions 1 [sə'lu ʃːnz] n. 解答

504 solve 1 [sɔlv, sɔ:lv] vt.解决；解答；溶解 vi.作解答

505 som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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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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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 someth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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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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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 species 1 ['spi:ʃi:z, -si:z] n.[生物]物种；种类 adj.物种上的

510 spend 1 [spend] vt.度过，消磨（时光）；花费；浪费；用尽 vi.花钱；用尽，耗尽 n.预算

511 spending 2 ['spendɪŋ] n. 经费(开销)

512 spends 1 [s'pendz] n. 开支，花费（spend的复数形式） v. 花费（动词spen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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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 sprint 2 [sprint] vi.冲刺，全速跑 n.冲刺；短跑 vt.全速奔跑

515 stadium 1 ['steidiəm] n.体育场；露天大型运动场

516 starting 1 ['stɑ tːɪŋ] n. 出发；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

517 stat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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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 stations 4 ['steɪʃn] n. 站；火车站；电视台；社会地位；牧羊场；驻地；岗位 v. 驻扎；安置

519 storage 1 ['stɔridʒ] n.存储；仓库；贮藏所

520 strikes 1 [straɪk] n. 罢工；打击；殴打 v. 打；撞；罢工；划燃

521 studies 1 ['stʌdɪz]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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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subscribing 1 [səb'skraɪb] vt. 订阅；签名；支持；捐赠；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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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 supermarkets 1 ['suːpəmɑːkɪts] 超市

525 suppliers 1 n. 供应商；供应者

526 supply 2 [sə'plai] n.供给，补给；供应品 vt.供给，提供；补充 vi.供给；替代

527 support 1 [sə'pɔ:t] vt.支持，支撑，支援；扶持，帮助；赡养，供养 n.支持，维持；支援，供养；支持者，支撑物

528 supporting 1 [sə'pɔ:tiŋ] adj.支持的；辅助性的；次要的 n.支持；支承面 v.支持；供养（support的ing形式）

529 sure 2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530 surprise 1 [sə'praiz] n.惊奇，诧异；突然袭击 vt.使惊奇；奇袭 adj.令人惊讶的

531 survey 1 [sə:'vei, 'sə:vei, sə-] n.调查；测量；审视；纵览 vt.调查；勘测；俯瞰 vi.测量土地

532 suspend 1 [sə'spend] vt.延缓，推迟；使暂停；使悬浮 vi.悬浮；禁赛

533 swanson 2 斯汪森（人名） 斯旺森（地名）

534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535 ta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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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 tak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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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 tale 1 [teil] n.故事；传说；叙述；流言蜚语 n.(Tale)人名；(塞)塔莱

538 tanker 1 ['tæŋkə] n.油轮；运油飞机；油槽车；坦克手 n.(Tanker)人名；(土)坦凯尔

539 tanks 1 [tæks] n. 坦克 名词tank的复数形式.

540 teaching 1 ['ti:tʃiŋ] n.教学；教义 v.教学；教导（teach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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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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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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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 temporarily 1 ['tempərərili, ,tempə'rεə-] adv.临时地，临时

545 Tennessee 1 [,teni'si:] n.田纳西州（美国州名）

546 ter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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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 terminals 1 ['tɜːmɪnlz] n. 终端；终点 名词terminal的复数形式.

548 terrier 2 ['teriə] n.一种活泼的小狗；地籍册；国防自卫队 n.(Terrier)人名；(法)泰里耶

549 th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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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ful 1 ['θæŋkful] adj.感谢的；欣慰的

552 thanks 1 n.谢谢（只用复数） int.谢谢

553 that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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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 the 8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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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 them 3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557 there 8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558 these 7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559 they 7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560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561 think 1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562 this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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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3 those 2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564 though 1 [ðəu] adv.可是，虽然；不过；然而 conj.虽然；尽管 prep.但

565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566 threats 1 [θret] n. 威胁；恐吓；凶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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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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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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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 to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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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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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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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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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 topp 1 n. 托普

576 topping 1 ['tɔpiŋ] n.糕点上的装饰配料；构成顶部的东西；除顶部；修剪树稍 adj.杰出的，一流的；高耸的 v.加顶；超越（top
的现在分词形式） n.(Topping)人名；(英)托平

577 trainer 1 n.助理教练；训练员；驯马师；飞行练习器；运动鞋 n.(Trainer)人名；(英、德)特雷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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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 travel 1 ['trævəl] vi.旅行；行进；步行；交往 vt.经过；在…旅行 n.旅行；游历；漫游

580 tri 1 [trai] abbr.产业研究所（TopologyResearchInstitute）；技术报告说明书（TechnicalReportInstruction）

581 trillion 2 ['triljən] n.[数]万亿 adj.万亿的 num.[数]万亿

582 trivia 1 ['triviə] n.琐事

583 truck 2 [trʌk] n.卡车；交易；手推车 vi.驾驶卡车；以物易物 vt.交易；以卡车运输 adj.（美）运货汽车的 n.(Truck)人名；(德)特
鲁克

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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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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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 Tuesday 2 ['tju:zdi; -dei] n.星期二

587 turns 1 ['tɜːnz] n. 转向 名词turn的复数形式.

588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589 uk 2 [ˌju 'ːkeɪ] abbr. 英国(=United Kingdom)

590 under 1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591 understand 2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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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 united 2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594 universal 1 [,ju:ni'və:səl] adj.普遍的；通用的；宇宙的；全世界的；全体的 n.一般概念；普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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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6 until 1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597 u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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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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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 urban 1 ['ə:bən] adj.城市的；住在都市的 n.(Urban)人名；(西)乌尔万；(斯洛伐)乌尔班；(德、俄、罗、匈、塞、波、捷、瑞典、
意)乌尔班；(英)厄本；(法)于尔邦

600 us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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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 used 1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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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 vehicles 1 ['viː ɪklz] n. 交通工具；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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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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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 visa 1 ['vi:zə] n.签证 vt.签发签证 n.(Visa)人名；(塞、芬)维萨

607 vocalizes 1 英 ['vəʊkəlaɪz] 美 ['voʊkəlaɪz] v. 发声

608 vote 2 [vəut] n.投票，选举；选票；得票数 vt.提议，使投票；投票决定；公认 vi.选举，投票 n.(Vote)人名；(英、法)沃特

609 wa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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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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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Washington 2 ['wɔʃiŋtən] n.华盛顿（美国州名，美国城市名，美国第一任总统，姓氏）

612 watched 1 英 [wɒtʃ] 美 [wɑ tːʃ] v. 注视；看守；观看 n. 手表；监视；看守；值班

613 watching 2 ['wɔtʃiŋ] vt.观看，守望；监视，注意（watch现在分词）

614 wa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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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 Waters 1 ['wɔ:təz] n.沃特斯（姓氏）

616 waterways 3 ['wɔː təweɪz] n. 排水沟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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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 wcs 1 n. 可写入的控制存储器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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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 week 2 [wi:k] n.周，星期

621 Weeks 1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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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 whale 8 [hweil] vt.猛揍；使惨败 vi.捕鲸 n.鲸；巨大的东西 n.(Whale)人名；(英)惠尔

624 whales 10 n.鲸鱼（whale的复数） v.捕鲸（wha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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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 whatever 1 [hwɔt'evə, 'hwət-] adj.不管什么样的 pron.无论什么；诸如此类 conj.无论什么

627 whe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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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 where 2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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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 which 4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631 whi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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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 who 2 pron.谁；什么人

633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634 wild 1 [waild] adj.野生的；野蛮的；狂热的；荒凉的 n.荒野 adv.疯狂地；胡乱地 n.(Wild)人名；(英)怀尔德；(法、德、葡、捷、
匈)维尔德

635 wildlife 3 ['waildlaif] n.野生动植物 adj.野生动植物的

636 wi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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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7 wi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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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 with 6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639 with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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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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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 workers 2 ['wɜːkəz] n.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

642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643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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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646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647 yet 1 [jet] adv.还；但是；已经 conj.但是；然而 n.(Ye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一

648 York 10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649 Yorker 1 ['jɔ:kə] n.（板球）击球棒下面通过的球

650 you 12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651 your 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652 Zealand 1 ['zi:lənd] n.西兰岛（丹麦最大的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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