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nn10 2021-10-05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9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49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and 41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4 to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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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is 3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6 this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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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it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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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that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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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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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for 19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1 oil 19 [ɔil] n.油；石油；油画颜料 vt.加油；涂油；使融化 vi.融化；加燃油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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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waste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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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have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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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so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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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you 15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17 are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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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bu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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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ou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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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with 1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1 all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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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1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3 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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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not 1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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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they 1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7 from 10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8 cnn 9 [ˌsiː en'en] abbr. 美国有线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

29 spill 9 [spil] vt.使溢出，使流出；使摔下 vi.溢出，流出；摔下；涌流 n.溢出，溅出；溢出量；摔下；小塞子 n.(Spill)人名；(德)施
皮尔

30 mor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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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these 8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32 videotape 8 ['vidiəuteip] n.录像带 vt.将…录到录像带上

33 wh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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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be 7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5 California 7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36 gallons 7 ['ɡælənz] n. 加仑 名词gallon的复数.

37 or 7 conj.或，或者；还是；要不然 n.(Or)人名；(中)柯(广东话·威妥玛)；(柬)奥；(土、匈、土库、阿塞、瑞典)奥尔

38 pipeline 7 n.管道；输油管；传递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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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Stewart 7 ['stju:ət; 'stju-] n.[宝]斯图尔特（男子名）

40 ca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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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coas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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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could 6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43 en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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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h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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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here 6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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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re 6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48 thei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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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there 6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50 u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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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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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begin 5 [bɪ̍ 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53 cleanup 5 ['kli:nʌp] n.清除；暴利；清扫工作；第四防守位置 adj.第四位击球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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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leak 5 [li:k] n.泄漏；漏洞，裂缝 vt.使渗漏，泄露 vi.漏，渗；泄漏出去 n.(Leak)人名；(英)利克；(东南亚国家华语)力

56 officials 5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57 says 5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58 shore 5 [ʃɔ:] vt.支撑，使稳住；用支柱撑住 n.海滨；支柱 n.(Shore)人名；(英)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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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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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again 4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62 beach 4 [bi:tʃ] n.海滩；湖滨 vt.将…拖上岸 vi.搁浅；定居 n.(Beach)人名；(英)比奇

63 been 4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64 crude 4 [kru:d] adj.粗糙的；天然的，未加工的；粗鲁的 n.原油；天然的物质

65 electronic 4 adj.电子的 n.电子电路；电子器件

66 getting 4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67 go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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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little 4 ['litl] adj.小的；很少的；短暂的；小巧可爱的 adv.完全不 n.少许；没有多少；短时间 n.(Little)人名；(英)利特尔

69 materials 4 [mə'tɪərɪəlz] n. 原料；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

70 Miles 4 [mailz] n.迈尔斯（男子名）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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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other 4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73 people 4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74 se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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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Sunday 4 ['sʌndei] n.星期日；礼拜日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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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today 4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78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79 were 4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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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year 4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82 almost 3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83 around 3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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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away 3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85 being 3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86 b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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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calle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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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Carl 3 [kɑ:l] n.卡尔（男名）

89 cause 3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90 CEO 3 abbr.首席执行官；执行总裁（chiefexecutiveofficer）

91 coffee 3 ['kɔfi] n.咖啡；咖啡豆；咖啡色 n.(Coffee)人名；(英)科菲

92 compan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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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dow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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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nergy 3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95 ev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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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very 3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97 feet 3 ['fi:t, fi:t] n.脚（foot的复数形式）；尺；韵脚

98 fiel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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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first 3 [fə:st] adv.第一；首先；优先；宁愿 n.第一；开始；冠军 adj.第一的；基本的；最早的 num.第一 n.(First)人名；(英)弗斯
特；(捷)菲尔斯特

100 food 3 [fu:d] n.食物；养料

101 future 3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102 g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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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health 3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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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les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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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let 3 [let] vt.允许，让；出租；假设；妨碍 vi.出租；被承包 n.障碍；出租屋 n.(Let)人名；(缅)莱；(俄)莱特

107 line 3 [lain] n.路线，航线；排；绳 vt.排成一行；划线于；以线条标示；使…起皱纹 vi.排队；站成一排 n.(Line)人名；(英)莱恩；
(俄)利涅

108 ma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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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new 3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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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occurred 3 [ə'kɜːd] adj. 发生的 动词occu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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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offshore 3 ['ɔf'ʃɔ:, 'ɔ:-] adj.离岸的；[海洋]近海的；吹向海面的 adv.向海面，向海

114 onl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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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our 3 ['auə, ɑ:] pron.我们的

116 ov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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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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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puns 3 [pʌn] n. 双关语 vt. 说双关语

119 quick 3 [kwik] n.核心；伤口的嫩肉 adj.快的；迅速的，敏捷的；灵敏的 adv.迅速地，快 n.(Quick)人名；(英、德、瑞典、芬)奎
克

120 raw 3 [rɔ:] adj.生的；未加工的；阴冷的；刺痛的；擦掉皮的；无经验的；（在艺术等方面）不成熟的 n.擦伤处 vt.擦伤 n.(Raw)
人名；(英)罗

121 recovered 3 [rɪ'kʌvəd] adj. 恢复的 动词recov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22 sea 3 [si:] n.海；海洋；许多；大量

123 s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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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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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southern 3 ['sʌðən] adj.南的；南方的 n.南方人 n.(Southern)人名；(英)萨瑟恩

125 sti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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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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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truc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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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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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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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wh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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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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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work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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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would 3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134 accounts 2 [ə'kaʊnts] n. 帐目；叙述；账户；客户，用户 名词account的复数形式.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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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Alaskan 2 [ə'læskən] adj.阿拉斯加的；阿拉斯加州的 n.阿拉斯加人

137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38 amplify 2 ['æmplifai] vt.放大，扩大；增强；详述 vi.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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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anna 2 ['ænə] n.安娜（女子名）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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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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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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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b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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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boom 2 [bu:m] vt.使兴旺；发隆隆声 vi.急速发展；发隆隆声 n.繁荣；吊杆；隆隆声 n.(Boom)人名；(法、德)博姆

146 bp 2 abbr. 寻呼机；BP机 (=Beep Pager) abbr. 血压 (=Blood Pressure)

147 breach 2 [bri:tʃ] n.违背，违反；缺口 vt.违反，破坏；打破

148 cafe 2 ['kafeɪ, 'kafi] n.咖啡馆；小餐馆

149 capacity 2 [kə'pæsəti] n.能力；容量；资格，地位；生产力

150 Chen 2 n. 陈（中国朝代；姓）

151 clusters 2 [k'lʌstəz] n. 簇

152 college 2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153 county 2 ['kaunti] n.郡，县

154 currently 2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155 deepwater 2 ['di:p,wɔ:tə] adj.深海的

156 devices 2 [dɪ'vaɪsɪz] n. 设备

157 did 2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58 d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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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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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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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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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asily 2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163 effort 2 ['efət] n.努力；成就

164 electronics 2 [,ilek'trɔniks] n.电子学；电子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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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elly 2 n. 艾莉

166 et 2 [i:ti:] conj.（拉丁语）和（等于and）

167 everything 2 pron.每件事物；最重要的东西；（有关的）一切；万事

168 exactly 2 [ig'zæktli] adv.恰好地；正是；精确地；正确地

169 example 2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170 feel 2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171 figure 2 ['figə] n.数字；人物；图形；价格；（人的）体形；画像 vi.计算；出现；扮演角色 vt.计算；认为；描绘；象征

172 flo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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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gets 2 ['ɡets]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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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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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guard 2 [gɑ:d] n.守卫；警戒；护卫队；防护装置 vi.警惕 vt.保卫；监视 n.(Guard)人名；(英)格尔德

177 happened 2 ['hæpəned] adj.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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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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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hig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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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horizon 2 [hə'raizən] n.[天]地平线；视野；眼界；范围

182 Huntington 2 ['hʌntiŋtən] n.亨廷顿（男子名，美国地名）

183 if 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84 int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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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investigators 2 [ɪn'vestɪɡeɪtəz] 侦查人员

186 irritation 2 [英[ɪrɪ'teɪʃn] 美[,ɪrə'teʃən]] n.刺激；激怒，恼怒，生气；兴奋；令人恼火的事

187 kaylee 2 n. 凯莉

188 ki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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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landfill 2 ['lændfil] n.垃圾填埋地；垃圾堆

190 landfills 2 ['lændfɪl] n. 垃圾填埋地；垃圾填埋法 vt. 在垃圾填埋地上处理

191 laptops 2 ['læptɒps] 笔记本电脑

192 largest 2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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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leaked 2 [liː kt] adj. 漏的 动词lea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95 m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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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Mauston 2 n. 莫斯顿(在美国；西经 90º06' 北纬 43º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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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mobile 2 adj.可移动的；机动的；易变的；非固定的 n.移动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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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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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old 2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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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orange 2 ['ɔrindʒ, 'ɔ:-] adj.橙色的；橘色的 n.橙；橙色；桔子 n.(Orange)人名；(英)奥林奇；(法)奥朗热

204 patch 2 [pætʃ] n.眼罩；斑点；碎片；小块土地 vt.修补；解决；掩饰 vi.打补丁 n.(Patch)人名；(英)帕奇

205 per 2 [强pə:, 弱pə] prep.每；经；按照；每一 n.(Per)人名；(德、挪、丹、瑞典)佩尔

206 phone 2 [fəun] n.电话；耳机，听筒 vt.打电话 vi.打电话 n.(Phone)人名；(老、缅)蓬

207 phones 2 英 [fəʊn] 美 [foʊn] n. 电话；电话机；听筒；耳机；[语]音素 v. 打电话 suf. 表示“声音”或“说 ... 语言的人”

208 pipelines 2 ['paɪplaɪn] n. 管道；管线；渠道 v. 用管道运输

209 post 2 [pəust] n.岗位；邮件；标杆 vt.张贴；公布；邮递；布置 vi.快速行进 n.(Post)人名；(英、西、捷、瑞典、荷)波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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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potential 2 [pəu'tenʃəl] n.潜能；可能性；[电]电势 adj.潜在的；可能的；势的

211 proc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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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production 2 [prəu'dʌkʃən] n.成果；产品；生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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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property 2 ['prɔpəti] n.性质，性能；财产；所有权

215 pus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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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quite 2 [kwait] adv.很；相当；完全

217 ready 2 ['redi] adj.准备好；现成的；迅速的；情愿的；快要…的 n.现款；预备好的状态 adv.迅速地；预先 vt.使准备好 n.(Ready)
人名；(英)雷迪

218 recovery 2 [ri'kʌvəri] n.恢复，复原；痊愈；重获

219 recycled 2 [ˌriː 'saɪkl] vt. 再利用；使再循环；再制 vi. 循环 n. 再循环

220 red 2 [red] n.红色，红颜料；赤字 adj.红色的；红肿的，充血的 n.(Red)人名；(英、德)雷德

221 reports 2 英 [rɪ'pɔː t] 美 [rɪ'pɔː rt] n. 报告；传闻；成绩单；爆炸声 v. 报告；报导；叙述；举报；报到；对…负责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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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sater 2 萨塔尔（男子名）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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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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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sheen 2 [ʃi:n] n.光辉，光泽，光彩 adj.光辉的；有光泽的；华丽的 vi.闪耀；发光 n.(Sheen)人名；(英)希恩

227 shop 2 [ʃɔp] n.商店；店铺 vt.购物 vi.购物；买东西

228 shoreline 2 ['ʃɔ:lain] n.海岸线；海岸线地带

229 should 2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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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shut 2 [ʃʌt] vt.关闭；停业；幽禁 vi.关上；停止营业 n.关闭 adj.关闭的；围绕的 n.(Shut)人名；(俄)舒特；(中)室(广东话·威妥玛)

232 skin 2 [skin] n.皮肤；外皮 vt.剥皮 vi.愈合；长皮

233 solid 2 ['sɔlid] adj.固体的；可靠的；立体的；结实的；一致的 n.固体；立方体 n.(Solid)人名；(瑞典)索利德

234 some 2 adj.一些；某个；大约；相当多的 pron.一些；若干；其中的一部分；（数量不确切时用）有些人 adv.非常；相当；<美
>稍微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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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story 2 ['stɔ:ri] n.故事；小说；新闻报道；来历；假话 vt.用历史故事画装饰 vi.说谎 n.(Story)人名；(英)斯托里

237 think 2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238 throat 2 [θrəut] n.喉咙；嗓子，嗓音；窄路 vt.开沟于；用喉音说

239 tom 2 n.雄性动物（尤指雄猫）；汤姆（人名） v.〈美口〉(像汤姆叔一样)逆来顺受

240 total 2 ['təutəl] adj.全部的；完全的；整个的 vt.总数达 vi.合计 n.总数，合计 n.(Total)人名；(法、德)托塔尔

241 voice 2 [vɔis] n.声音；嗓音；发言权；愿望 vt.表达；吐露

242 went 2 [went] v.去，过去（go的过去式） n.(Went)人名；(德、匈、荷)文特；(英)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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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winds 2 ['waɪndz] [ wind ]的第三人称单数

245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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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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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actually 1 adv.实际上；事实上

249 additional 1 [ə'diʃənəl] adj.附加的，额外的

250 advisory 1 [əd'vaizəri] adj.咨询的；顾问的；劝告的 n.报告；公告

251 Africa 1 ['æfrikə] n.非洲

252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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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afternoon 1 [,ɑ:ftə:'nu:n, ,æf-, 'ɑ:ftə'nu:n, 'æf-] n.午后，下午

254 agencies 1 ['eɪdʒənsi] n. 代理；代理处；政府机构

255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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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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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alternative 1 [ɔ:l'tə:nətiv] adj.供选择的；选择性的；交替的 n.二中择一；供替代的选择

259 alternatives 1 [ɔː l'tɜːnətɪvz] n. 其它选择；备选方案 名词alternative的复数形式.

260 altogether 1 [,ɔ:ltə'geðə] adv.完全地；总共；总而言之 n.整个；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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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amount 1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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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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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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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anyone 1 ['eniwʌn] pron.任何人；任何一个

267 anything 1 ['eniθiŋ] pron.任何事

268 apart 1 [ə'pɑ:t] adv.相距；与众不同地；分离着 adj.分离的；与众不同的

269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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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attention 1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272 bac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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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balde 1 巴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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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barrels 1 ['bærəl] n. 桶；枪管；一桶的量；炮管；大量；笔管；汽油桶 vi. 快速移动 vt. 把 ... 装桶

276 based 1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277 batteries 1 ['bætərɪz] n. 电池 名词battery 的复数形式.

278 beaches 1 [biː tʃ] n. 海滩；海滨；沙滩 vt. 拖(船)上岸

279 bed 1 [bed] n.床；基础；河底，海底 vt.使睡觉；安置，嵌入；栽种 vi.上床；分层

280 belongs 1 英 [bɪ'lɒŋ] 美 [bɪ'lɔː ŋ] vi. 应归入；属于

281 beta 1 ['bi:tə, 'bei-] n.贝它（希腊字母表的第二个字母） n.(Beta)人名；(日)部田(姓)；(土)贝塔；(匈)拜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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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board 1 [bɔ:d] n.董事会；木板；甲板；膳食 vt.上（飞机、车、船等）；用板盖上；给提供膳宿 vi.寄宿 n.(Board)人名；(英、西)
博德

284 boats 1 英 [bəʊt] 美 [boʊt] n. 船；船型物 v. 划船；放于船上；乘船

285 both 1 [bəuθ] adj.两个的；两者的 adv.并；又；两者皆 pron.双方都；两者都 conj.既…且… n.(Both)人名；(德、罗、捷、南非、
匈)博特

286 bottom 1 ['bɔtəm] n.底部；末端；臀部；尽头 adj.底部的 vt.装底；测量深浅；查明真相 vi.到达底部；建立基础 n.(Bottom)人名；
(英)博顿

287 bottoms 1 ['bɒtəmz] n. 底；末尾；臀部 名词bottom的复数形式.

288 box 1 [bɔks] n.箱，盒子；包厢；一拳 vi.拳击 vt.拳击；装…入盒中；打耳光 n.(Box)人名；(英、法、西)博克斯

289 boxes 1 英 [bɒksɪs] 美 [bɑːksɪs] n. 男式平角内裤 n. 盒子，箱子（名词box的的复数形式）

290 brew 1 [bru:] vt.酿造；酝酿 vi.酿酒；被冲泡；即将发生 n.啤酒；质地 n.(Brew)人名；(英)布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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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built 1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293 cables 1 ['keɪbl] n. 电缆；缆；索；电报 v. 发电报；(通过电缆)交流；(用缆绳)固定

294 care 1 [kεə] n.关怀；照料；谨慎；忧虑 vi.照顾；关心；喜爱；顾虑 vt.在意；希望或喜欢 n.(Care)人名；(英)凯尔；(塞)察蕾

295 carry 1 ['kæri] vt.拿，扛；携带；支持；搬运 vi.能达到；被携带；被搬运 n.运载；[计]进位；射程 n.(Carry)人名；(英)卡里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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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category 1 ['kætigəri] n.种类，分类；[数]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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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 changed 1 [tʃeɪndʒd] adj.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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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chopped 1 [tʃɔpt] v.砍；斩碎；大量削减（chop的过去分词）

301 chuck 1 n.[机]卡盘；抚弄；赶走；恰克（人名） vt.丢弃，抛掷；驱逐；轻拍

302 cleared 1 [klɪəd] adj. 清除的 动词cl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303 closer 1 ['kləuzə] adj.靠近的 n.[自]闭合器；最后的节目

304 cof 1 (=cobra factor) 眼镜蛇(毒)因子

305 collect 1 [kə'lekt] vt.收集；募捐 vi.收集；聚集；募捐 adv.由收件人付款地 adj.由收件人付款的 n.(Collect)人名；(英)科莱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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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combustion 1 [kəm'bʌstʃən] n.燃烧，氧化；骚动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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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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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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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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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composting 1 英 ['kɒmpɒstɪŋ] 美 ['kɒmˌpoʊstɪŋ] n. 堆制肥料 动词compost的现在分词形式.

313 concern 1 vt.涉及，关系到；使担心 n.关系；关心；关心的事；忧虑

314 connects 1 [kə'nekt] v. 连接；接通；联系

315 consistency 1 [kən'sistənsi] n.[计]一致性；稠度；相容性

316 contacted 1 英 ['kɒntækt] 美 ['kɑːntækt] n. 接触；联系；熟人 v. (与)联系；(与)接触 adj. 接触的

317 converted 1 [kən'və:tid] adj.修改的；改变信仰的 v.转变；改变信仰（conve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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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correspondent 1 [,kɔ:ri'spɔndənt] n.通讯记者；客户；通信者；代理商行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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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countries 1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322 creates 1 [kri'ː eɪts] n. 创立 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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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damaged 1 adj.被损坏的 v.损害（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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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dead 1 [ded] adj.无生命的；呆板的；废弃了的 adv.完全地 n.死者

327 decades 1 n.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

328 definitely 1 ['definitli] adv.清楚地，当然；明确地，肯定地

329 delivery 1 [di'livəri] n.[贸易]交付；分娩；递送

330 dense 1 [dens] adj.稠密的；浓厚的；愚钝的

331 density 1 ['densəti] n.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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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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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describe 1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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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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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difference 1 n.差异；不同；争执

338 disaster 1 [,di'zɑ:stə] n.灾难，灾祸；不幸

339 disperse 1 [dis'pə:s] vt.分散；使散开；传播 vi.分散 adj.分散的

340 district 1 ['distrikt] n.区域；地方；行政区

341 disturb 1 [dis'tə:b] vt.打扰；妨碍；使不安；弄乱；使恼怒 vi.打扰；妨碍

342 divers 1 ['daivə:z] adj.不同种类的，各式各样的 n.(Divers)人名；(英)戴弗斯；(法)迪韦尔

343 dizziness 1 ['dizinis] n.头晕；头昏眼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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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dollar 1 ['dɔlə] n.美元 n.(Dollar)人名；(英)多拉尔

345 double 1 ['dʌbl] n.两倍；双精度型 adj.双重的；两倍的 vi.加倍，加倍努力；快步走 vt.使加倍 adv.双重地；两倍地；弓身地 n.
(Double)人名；(法)杜布勒；(英)道布尔

346 dragged 1 v.制动；拖动；打滑；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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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Dubai 1 [英 [ˈdju:bai] 美 [duˈbaɪ]] n.迪拜（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酋长国之一）；迪拜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港市）

349 duck 1 [dʌk] n.鸭子；鸭肉；（英）宝贝儿；零分 vi.闪避；没入水中 vt.躲避；猛按…入水 n.(Duck)人名；(德、葡、匈)杜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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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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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eas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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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edith 1 ['i:diθ] n.伊迪丝（女子名）

354 egg 1 n.蛋；卵子；家伙；鸡蛋 vt.煽动；怂恿 n.(Egg)人名；(法、英)埃格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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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employees 1 [ˌemplɔɪ'iː ] n. 受雇者；雇工；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

357 ends 1 ['endz] n. 结束；结局 名词end的复数形式.

358 energizing 1 ['enədʒaɪzɪŋ] n. 通电 动词energize的现在分词形式.

359 environmental 1 [in,vaiərən'mentəl] adj.环境的，周围的；有关环境的

360 equivalent 1 [i'kwivələnt] adj.等价的，相等的；同意义的 n.等价物，相等物

361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362 espresso 1 [e'spresəu] n.（用汽加压煮出的）浓咖啡 n.(Espresso)人名；(法、意)埃斯普雷索

363 estimated 1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364 evaporated 1 [i'væpəreitid] adj.浓缩的；脱水的；蒸发干燥的 v.蒸发；消失（evaporate的过去式）；失去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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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eventually 1 [i'ventʃuəli] adv.最后，终于

367 evidence 1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368 expand 1 [ik'spænd] vt.扩张；使膨胀；详述 vi.发展；张开，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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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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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 explains 1 [ɪk'spleɪn] v. 说明；解释

372 exposed 1 [ik'spəuzd] adj.暴露的，无掩蔽的 v.暴露，揭露（expose的过去分词）

373 eyes 1 n.眼睛（eye的复数） n.(Eyes)人名；(英)艾斯

374 facility 1 [fə'siliti] n.设施；设备；容易；灵巧

375 family 1 n.家庭；亲属；家族；子女；[生]科；语族；[化]族 adj.家庭的；家族的；适合于全家的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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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 farther 1 ['fɑ:ðə] adv.更远地；此外；更进一步地 adj.进一步的；更远的（far的比较级）

378 faulty 1 ['fɔ:lti] adj.有错误的；有缺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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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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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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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 fix 1 [fiks] vt.使固定；修理；安装；准备 vi.固定；注视 n.困境；方位；贿赂 n.(Fix)人名；(英、法、德、瑞典)菲克斯

383 Foley 1 ['fəuli:] n.福利（姓氏）

384 follow 1 ['fɔləu] vt.跟随；遵循；追求；密切注意，注视；注意；倾听 vi.跟随；接着 n.跟随；追随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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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 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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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 fraction 1 ['frækʃən] n.分数；部分；小部分；稍微

听力特快 www.listeningexpress.com

http://www.listeningexpress.com/


389 friends 1 n.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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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 garbage 1 ['gɑ:bidʒ] n.垃圾；废物 n.(Garbage)人名；(法)加尔巴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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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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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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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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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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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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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 grade 1 [greid] n.年级；等级；成绩；级别；阶段 vt.评分；把…分等级 vi.分等级；逐渐变化 n.(Grade)人名；(英)格雷德；(法、
德、西、葡、塞、瑞典)格拉德

399 grandparents 1 ['grændpeərənts] n. 外祖父母；祖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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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 gulf 1 [gʌlf] n.海湾；深渊；分歧；漩涡 vt.吞没

402 habitats 1 ['hæbɪtæts] 生境

403 h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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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 haul 1 [hɔ:l] n.拖，拉；用力拖拉；努力得到的结果；捕获物；一网捕获的鱼量；拖运距离 vt.拖运；拖拉 vi.拖，拉；改变主
意；改变方向 n.(Haul)人名；(德)豪尔

405 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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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headed 1 ['hedid] adj.有头的；有标题的 v.率领（head的过去分词）；朝向；走在…的前头

407 heard 1 [hə:d] v.听到（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闻知 n.(Heard)人名；(英)赫德

408 helping 1 ['helpiŋ] n.帮助，协助；一份食物 adj.辅助的；给予帮助的 v.帮助；扶持（help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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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 history 1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411 hope 1 [həup] n.希望；期望；信心 vt.希望；期望 vi.希望；期待；信赖 n.(Hope)人名；(印)霍普；(法)奥普；(西)奥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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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hurt 1 [hə:t] vt.使受伤；损害；使疼痛；使痛心 vi.感到疼痛；有坏处；带来痛苦 n.痛苦；危害；痛苦的原因 adj.受伤的；痛苦
的；受损的 n.(Hurt)人名；(德、匈、捷)胡特；(英)赫特

414 idling 1 [aidliŋ] n.[电]空载；空运转

415 illnesses 1 ['ɪlnəsɪz] n. 疾病 名词illness的复数形式.

416 impact 1 n.影响；效果；碰撞；冲击力 vt.挤入，压紧；撞击；对…产生影响 vi.影响；撞击；冲突；压紧（on，upon，with）

417 including 1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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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 inspected 1 [ɪn'spekt] v. 检查；视察

420 instance 1 ['instəns] n.实例；情况；建议 vt.举...为例

421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422 interior 1 [in'tiəriə] n.内部；本质 adj.内部的；国内的；本质的

423 investigate 1 [in'vestigeit] v.调查；研究

424 investigated 1 [ɪn'vestɪɡeɪt] v. 调查；研究

425 investigating 1 [ɪn'vestɪɡeɪt] v. 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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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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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 issued 1 ['ɪʃu ]ː n. 议题；问题；期刊号；一次发行额；发行；<律>子女 v. 发表；公布；正式发给；发行；流出

429 items 1 ['aɪtəm] n. 项目；条款；一件商品（或物品）；一则或一条新闻 adv. 也

430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431 katrina 1 [kə'tri:nə] n.卡特里娜（女子名）

432 Kee 1 n. 基

433 keep 1 [ki:p] vt.保持；经营；遵守；饲养 vi.保持；继续不断 n.保持；生计；生活费 n.(Keep)人名；(英)基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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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kilograms 1 ['kɪləgræm] 千克； 公斤

435 knows 1 英 [nəʊ] 美 [noʊ] v. 了解；知道；认识 n. 知情

436 Laguna 1 [lə'gu:nə] n.小池；小湖 n.(Laguna)人名；(西)拉古纳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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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 late 1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439 latte 1 ['lɑ tːeɪ] n. 拿铁咖啡

440 leaking 1 [liː kɪŋ] adj. 渗漏的；不密闭的；易泄漏的 n. 渗漏；耗散 动词leak的现在分词形式.

441 lease 1 [li:s] n.租约；租期；租赁物；租赁权 vt.出租；租得 vi.出租

442 leased 1 [liː st] adj. 租用的 动词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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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 length 1 [leŋθ, leŋkθ] n.长度，长；时间的长短；（语）音长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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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447 lighter 1 n.打火机；驳船；点火者 vt.驳运 n.(Lighter)人名；(罗)利格特尔 adj.（light的比较级）较轻的；较淡的

448 liner 1 ['lainə] n.班轮，班机；衬垫；画线者

449 liners 1 ['laɪnəz] 药型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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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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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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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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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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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 looks 1 [lʊks] n. 外貌(恒用复数)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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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 lye 1 [lai] n.碱液 vt.用碱液洗涤 n.(Lye)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黎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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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 maintained 1 [meɪn'teɪnd] 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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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 manufacturing 1 [,mænju'fæktʃəriŋ] adj.制造的；制造业的 n.制造业；工业 v.制造；生产（manufacture的ing形式）

462 massive 1 ['mæsiv] adj.大量的；巨大的，厚重的；魁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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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 metals 1 ['metlz] n. 五金 名词metal的复数形式.

465 meteorologist 1 [,mi:tiə'rɔlədʒist] n.气象学者

466 Mexico 1 ['meksikəu] n.墨西哥

467 microwaves 1 ['maɪkrəʊweɪvz] n. 微电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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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 milk 1 [milk] n.牛奶；乳状物 vt.榨取；挤…的奶 vi.挤奶 n.(Milk)人名；(英)米尔克

470 mill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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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 minutes 1 ['mɪnɪts] n. 分钟；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

472 mixture 1 ['mikstʃə] n.混合；混合物；混合剂

473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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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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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 much 1 [mʌtʃ] adv.非常，很 adj.大量的 n.许多，大量 pron.许多，大量 n.(Much)人名；(德)穆赫；(英)马奇

477 municipal 1 [mju:'nisipəl] adj.市政的，市的；地方自治的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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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 mystery 1 [英 [ˈmɪstri] 美 [ˈmɪstəri]] n.秘密，谜；神秘，神秘的事物；推理小说，推理剧；常作mysteries秘技，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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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 names 1 [neɪmz] n. 复合名 名词name的复数形式.

481 natasha 1 [nə'tɑ:ʃə] n.娜塔莎（女子名，等于Natascha）

482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483 natural 1 ['nætʃərəl] adj.自然的；物质的；天生的；不做作的 n.自然的事情；白痴；本位音 n.(Natural)人名；(西)纳图拉尔

484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485 needing 1 [niː d] v. 需要；必需 n. 需要；必要；缺乏 aux. 需要，必须（无时态、人称变化，后与不带 to 的动词不定式连用，多
用于疑问句和否定句）

486 Newport 1 ['nju:pɔ:t] n.新港；纽波特（美国罗得岛之避暑胜地）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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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 nobody 1 ['nəubədi, -bɔdi] pron.无人，没有人；没有任何人 n.无名小卒；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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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 nose 1 [nəuz] n.鼻子；嗅觉；突出的部分；探问 vt.嗅；用鼻子触 vi.小心探索着前进；探问

491 notice 1 ['nəutis] n.通知，布告；注意；公告 vt.通知；注意到；留心 vi.引起注意

492 noticed 1 ['nəʊtɪst] v. 注意，通知，留意（动词noti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93 nowhere 1 ['nəuhwεə] adv.无处；任何地方都不；毫无结果 n.无处；任何地方；无名之地 adj.不存在的；毫无结果的；不知名的

494 ocean 1 ['əuʃən] n.海洋；大量；广阔 n.(Ocean)人名；(罗)奥切安

495 October 1 [ɔk'təubə] n.[天]十月

496 officer 1 ['ɔfisə, 'ɔ:-] n.军官，警官；公务员，政府官员；船长 vt.指挥 n.(Officer)人名；(英)奥菲瑟

497 oiled 1 [ɔild] adj.涂油的；用油防水的；喝醉的

498 oily 1 ['ɔili] adj.油的；油质的；油滑的；油腔滑调的

499 onshore 1 ['ɔn'ʃɔ:] adj.陆上的；向着海岸的 adv.在陆上；向着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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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 operating 1 ['ɔpəreitiŋ] adj.操作的；[外科]外科手术的 v.操作（operate的ing形式）；动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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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 owned 1 [əund] v.拥有；承认（own的过去分词） adj.自身拥有的

504 owns 1 英 [əʊn] 美 [oʊn] adj. 自己的；特有的 n. 自己的东西 v. 承认；拥有

505 pacific 1 adj.和平的；温和的；平静的 n.太平洋 adj.太平洋的

506 pancake 1 ['pænkeik] n.薄烤饼；粉饼；平降（全称pancakelanding） vi.平坠着陆；平展 vt.使平坠著陆；使平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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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 paper 1 ['peipə] n.纸；论文；文件；报纸 adj.纸做的 vt.用纸糊；用纸包装 vi.贴糊墙纸；发交通违章传票 n.(Paper)人名；(俄)帕
佩尔

509 parent 1 ['pεərənt] n.父亲（或母亲）；父母亲；根源 n.(Parent)人名；(法)帕朗；(英、西)帕伦特

510 parked 1 [pɑːkt] adj. 停放的 动词pa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511 partial 1 ['pɑ:ʃəl] adj.局部的；偏爱的；不公平的

512 pers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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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 pipe 1 [paip] n.管；烟斗；笛 vi.吹笛；尖叫 vt.用管道输送；尖声唱；用管乐器演奏 n.(Pipe)人名；(匈)皮佩；(英)派普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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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 planet 1 ['plænit] n.行星 n.(Planet)人名；(法)普拉内；(西、葡)普拉内特

516 plastics 1 ['plæstiks] n.塑料；整形外科；外科修补术

517 platform 1 ['plætfɔ:m] n.平台；月台，站台；坛；讲台

518 point 1 [pɔint] n.要点；得分；标点；[机]尖端 vt.指向；弄尖；加标点于 vi.表明；指向 n.(Point)人名；(法)普安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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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 preliminary 1 [pri'liminəri] n.准备；预赛；初步措施 adj.初步的；开始的；预备的

521 previously 1 ['pri:vju:sli] adv.以前；预先；仓促地

522 printers 1 ['prɪntərs] n. 打印机；印刷工 名词printer的复数形式.

523 problem 1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524 processing 1 n. 进程；步骤；数据处理；整理；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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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produce 1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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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 properly 1 ['prɔpəli] adv.适当地；正确地；恰当地

528 protection 1 [prəu'tekʃən] n.保护；防卫；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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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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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 pushing 1 ['puʃiŋ] adj.奋斗的；莽撞的；有精力的；富有进取心的 n.推挤；推人犯规（篮球术语） v.推；促进；逼迫（push的ing
形式）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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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 Ramos 1 n.拉莫斯（男子名）；蓝魔（数码产品品牌）

534 really 1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535 recycling 1 [ˌriː 'saɪklɪŋ] n. 回收利用 动词recycle的现在分词.

536 released 1 [rɪ'liː st] v. 释放；让予；准予发表，发布，发行；免除，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37 remove 1 [ri'mu:v] vt.移动，迁移；开除；调动 vi.移动，迁移；搬家 n.移动；距离；搬家

538 removed 1 [ri'mu:vd] adj.远离的；隔了...代的 v.remove的变形

539 repaired 1 英 [rɪ'peə(r)] 美 [rɪ'per] v. 修理；修补；补救；赴；去 n. 修理；修补；补救；维修工作；维修状态

540 reported 1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541 reporter 1 [ri'pɔ:tə] n.记者

542 respiratory 1 ['respərətəri, ri'spaiə-] adj.呼吸的

543 responsible 1 [ri'spɔnsəbl] adj.负责的，可靠的；有责任的

544 rickard 1 n. 里卡德

545 rid 1 [rid] vt.使摆脱；使去掉 n.(Rid)人名；(英)里德

546 rigs 1 n. 船具；服饰；装束；钓具；钻井架 名词rig的复数形式. abbr. 无线电惯性制导系统(=radio-inertial guidance system)

547 risk 1 [risk] n.风险；危险；冒险 vt.冒…的危险 n.(Risk)人名；(英、阿拉伯)里斯克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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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 ruddy 1 ['rʌdi] adj.红的；红润的 adv.极度；非常 vt.使变红 vi.变红 n.(Ruddy)人名；(英)拉迪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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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 safety 1 ['seifti] n.安全；保险；安全设备；保险装置；安打

552 Saturday 1 ['sætədi; -dei] n.星期六

553 save 1 vt.节省；保存；储蓄；解救 vi.节省；挽救 prep.除...之外 n.救援 n.(Save)人名；(法)萨夫；(意、保、西、罗、塞、瑞典)
萨薇(女名)，萨韦

554 savings 1 ['seiviŋz] n.储蓄；存款；救助；节省物（saving的复数形式）

555 saw 1 vt.看见；明白，了解；锯；锯成；锯开 vi.锯；用锯；将某物锯成小块 n.锯子；谚语 v.se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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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 seni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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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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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9 separated 1 ['sepəreitid] adj.分开的；分居；不在一起生活的 v.分开；隔开（sepa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60 serve 1 [sə:v] vt.招待，供应；为…服务；对…有用；可作…用 vi.服役，服务；适合，足够；发球；招待，侍候 n.发球，轮到发
球 n.(Serve)人名；(法)塞尔夫

561 seven 1 ['sevən] num.七个，七 n.七个，七 adj.七的；七个的 n.(Seven)人名；(土库、阿塞)谢文；(土)塞文

562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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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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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 solution 1 [sə'lju:ʃən] n.解决方案；溶液；溶解；解答

566 sophomore 1 ['sɔfəmɔ:] n.大学二年级生；（美）有二年经验的人 adj.二年级的；二年级学生的

567 sorts 1 ['sɔː ts] n. 种类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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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8 source 1 [sɔ:s] n.来源；水源；原始资料 n.(Source)人名；(法)苏尔斯

569 spills 1 [spɪl] v. 溢出；洒；使 ... 流出；泄漏 n. 溢出；流；木片；小杆

570 spreads 1 [spred] v. 传播；展开；散布；铺开；伸展；涂撒 n. 范围；传播；差额；幅度；盛宴

571 start 1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572 started 1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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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 stay 1 [stei] vi.停留；坚持；暂住；停下 vt.坚持；暂住；抑制 n.逗留；停止；支柱

575 stopped 1 [stɔpt] v.停止；停下来（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停止的；停顿的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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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 subtle 1 ['sʌtl] adj.微妙的；精细的；敏感的；狡猾的；稀薄的

578 supervisor 1 监督人，指导者；[管理]管理人；检查员

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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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 systems 1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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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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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3 tar 1 [tɑ:] n.焦油；柏油；水手 vt.涂以焦油；玷污 n.(Tar)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大；(罗、塞、匈、阿拉伯)塔尔

584 teen 1 [ti:n] n.青少年（等于teenager）；愤怒；悲哀 adj.十几岁的（等于teenaged）

585 teenage 1 ['ti:neidʒ] adj.青少年的；十几岁的 n.青少年时期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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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 temporary 1 ['tempərəri] adj.暂时的，临时的 n.临时工，临时雇员

588 thank 1 [θæŋk] vt.感谢 n.感谢 int.谢谢

589 them 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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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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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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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594 threatened 1 ['θretənd] adj.受到威胁的 v.威胁（threaten的过去分词）

595 throw 1 [θrəu] vt.投；抛；掷 vi.抛；投掷 n.投掷；冒险

596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597 tons 1 [tʌnz] ad. [口]极其；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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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 torn 1 [tɔ:n] v.扯裂，撕开（tear的过去分词） n.(Torn)人名；(英、俄、捷)托恩

600 totally 1 ['təutəli] adv.完全地

601 toward 1 [英 [tɔ:d, təʊrd, tə̍ wɔ:d] 美 [tɔrd, tord, təˈwɔrd]] prep.向；对于；为了；接近 adj.即将来到的，进行中的 n.(Toward)人名；
(英)特沃德

602 toxic 1 ['tɔksik] adj.有毒的；中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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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4 transportation 1 [,trænspə'teiʃən, ,trænz-, ,trɑ:n-] n.运输；运输系统；运输工具；流放

605 trash 1 [træʃ] n.垃圾；废物 vt.丢弃；修剪树枝

606 treasure 1 ['treʒə, 'trei-] n.财富，财产；财宝；珍品 vt.珍爱；珍藏 n.(Treasure)人名；(英)特雷热

607 triggered 1 ['trigəd] adj.触发的；起动的；有扳机的 v.引起；引爆（trigger的过去分词）；扣…的扳机

608 trimmings 1 ['trɪmɪŋz] n. 添头；辅料；碎料 名词trimming的复数形式.

609 trivia 1 ['triviə] n.琐事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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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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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 Tuesday 1 ['tju:zdi; -dei] n.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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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type 1 [taip] n.类型，品种；模范；样式 vt.打字；测定（血等）类型 vi.打字 n.(Type)人名；(英)泰普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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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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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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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 unused 1 [,ʌn'ju:zd] adj.不用的；从未用过的

619 unwanted 1 [,ʌn'wɔntid] adj.不需要的；有害的；讨厌的；空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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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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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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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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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 vapor 1 ['veipə] n.蒸汽；烟雾 vt.使……蒸发；使……汽化 vi.蒸发；吹牛；沮丧

625 veterinary 1 ['vetərinəri] adj.兽医的 n.兽医（等于veterinarian）

626 viewers 1 ['vjuːəz] n. 观看者；观察者 名词viewer的复数形式.

627 voila 1 [vwa:'la:] int.（法）瞧；可不是

628 vomiting 1 ['vɔmitiŋ] v.呕吐（vomit的ing形式）

629 wanted 1 [英 ['wɒntɪd] 美 ['wɑ:ntɪd] adj.受通缉的；被征求的 v.缺少(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应该；打算；需要…在场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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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1 warn 1 [wɔ:n] vt.警告，提醒；通知 vi.发出警告，发出预告 n.(Warn)人名；(英)沃恩；(德)瓦恩

632 warnings 1 n. 警告信息（warning的复数形式）

633 washed 1 [wɔʃt] adj.洗过的 v.洗，洗涤（wash的过去分词）

634 washing 1 ['wɔʃiŋ, 'wɔ:ʃ-] n.洗涤；洗涤剂；要洗的衣物 adj.洗涤用的，清洗用的 v.洗；使受洗礼（wash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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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6 Waters 1 ['wɔ:təz] n.沃特斯（姓氏）

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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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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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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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 wetlands 1 ['wetlændz] n.湿地（wetland的复数形式）；沼泽地；塘地

641 wheel 1 [hwi:l] n.车轮；方向盘；转动 vt.转动；使变换方向；给…装轮子 vi.旋转；突然转变方向；盘旋飞行

642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643 wildlife 1 ['waildlaif] n.野生动植物 adj.野生动植物的

644 Wisconsin 1 [wis'kɔnsin] n.威斯康星州（美国州名）

645 wish 1 [wiʃ] n.希望；祝福；心愿 vt.祝愿；渴望；向…致问候语 vi.愿望；需要 n.(Wish)人名；(英)威什

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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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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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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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9 yard 1 [jɑ:d] n.院子；码（英制中丈量长度单位，1码=3英尺）；庭院；帆桁 vt.把…关进或围在畜栏里 n.(Yard)人名；(英)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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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1 yolk 1 [jəuk, jəulk] n.蛋黄；[胚]卵黄；羊毛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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