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nn10 2021-11-01 词汇表词汇表

1 ability 2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2 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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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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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quire 1 [ə'kwaiə] vt.获得；取得；学到；捕获

5 actually 1 adv.实际上；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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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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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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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irliner 1 ['εə,lainə] n.班机；大型客机

10 akin 1 [ə'kin] adj.类似的；同类的；同族的 n.(Akin)人名；(土、瑞典、尼日利)阿金；(匈)奥金；(英)埃金

11 a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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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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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14 alone 2 [ə'ləun] adj.独自的；单独的；孤独的 adv.独自地；单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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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ls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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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ways 2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19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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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nd 43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22 answers 4 英 ['ɑːnsə(r)] 美 ['ænsər] v. 回答；答复；接电话 n. 答案；回答；答复

23 an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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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nything 1 ['eniθiŋ] pron.任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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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ppears 1 英 [ə'pɪə(r)] 美 [ə'pɪr] vi. 出现；出版；显得；好像；登场

27 April 1 ['eiprəl] n.四月

28 ar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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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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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around 3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31 arrest 1 [ə'rest] vt.逮捕；阻止；吸引 n.逮捕；监禁 n.(Arrest)人名；(德)阿雷斯特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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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ask 1 [ɑ:sk, æsk] vt.问，询问；要求；需要；邀请；讨价 vi.问，询问；要求 n.(Ask)人名；(芬、瑞典)阿斯克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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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atmosphere 2 n.气氛；大气；空气

36 atmospheres 1 ['ætməsfiəz] n. 大气圈

37 Australia 1 [ɔ'streiljə] n.澳大利亚，澳洲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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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baby 1 ['beibi] n.婴儿，婴孩；孩子气的人 vt.纵容，娇纵；把……当婴儿般对待 adj.婴儿的；幼小的 n.(Baby)人名；(法、葡)巴
比；(英)巴比，芭比(女名)；(俄)巴贝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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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backyard 1 ['bæk'jɑ:d] n.后院；后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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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ballast 1 ['bæləst] n.压舱物，[建]压载物；道渣，碎石 vt.给…装压舱物；给…铺道渣

43 barely 2 ['bεəli] adv.仅仅，勉强；几乎不；公开地；贫乏地

44 be 8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45 became 1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46 because 5 [bi'kɔz] conj.因为

47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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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begin 1 [bɪ̍ 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50 below 2 [bi'ləu] adv.在下面，在较低处；在本页下面 prep.在…下面 n.(Below)人名；(英、德、芬、瑞典)贝洛

51 beneath 1 [bi'ni:θ] prep.在…之下 adv.在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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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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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boeing 1 ['bəuiŋ] n.波音（客机）

55 bot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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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bottom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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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breathe 1 [bri:ð] vi.呼吸；低语；松口气；（风）轻拂 vt.呼吸；使喘息；流露；低声说

58 brothers 1 英 ['brʌðə(r)] 美 ['brʌðər] n. 兄弟；教友；同胞；<俚>老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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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b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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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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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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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call 1 [kɔ:l] vi.呼叫；拜访；叫牌 vt.呼叫；称呼；召集 n.电话；呼叫；要求；访问 n.(Call)人名；(瑞典、罗)卡尔；(英)考尔

64 cameras 1 ['kæmərəz] 照相机； 暗箱； 摄像机； 摄影机

65 ca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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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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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Carl 3 [kɑ:l] n.卡尔（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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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challenger 3 ['tʃælindʒə] n.挑战者 n.(Challenger)人名；(英)查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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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choose 1 [tʃu:z] vt.选择，决定 vi.选择，挑选

72 cli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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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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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collective 1 [kə'lektiv] adj.集体的；共同的；集合的；集体主义的 n.集团；集合体；集合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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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comb 2 [kəum] n.梳子；蜂巢；鸡冠 vt.梳头发；梳毛 vi.（浪）涌起

77 com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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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comment 1 n.评论；意见；批评；描述 vt.发表评论；发表意见 vi.为…作评语 n.(Comment)人名；(德)科门特；(法)科芒

79 complete 1 [kəm'pli:t] adj.完整的；完全的；彻底的 vt.完成

80 compounds 1 英 ['kɒmpaʊnd] 美 ['kɑːmpaʊnd] n. 化合物；复合词；复合物 n. 院子(用围墙圈起来的场地） adj. 化合的；【语】（词语
等）复合的；【植】复合的；【动】群体的 vt. 混合；调合；使严重；私了；【经】以复利计算 vi. 妥协

81 contrast 1 [kən'trɑ:st, -'træst, 'kɔntrɑ:st, -træst] vi.对比；形成对照 vt.使对比；使与…对照 n.对比；差别；对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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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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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creating 1 [kri'ː eɪtɪŋ] vbl. 创造； 建造； 把 ... 列为
听力特快 www.listeningexpress.com

http://www.listeningexpress.com/


86 creatures 1 ['kriː tʃəz] n. 生物（creature的复数形式）

87 cruise 1 [kru:z] vi.巡航，巡游；漫游 vt.巡航，巡游；漫游 n.巡航，巡游；乘船游览 n.(Cruise)人名；(德)克鲁伊泽；(英)克鲁斯

88 crust 1 n.地壳；外壳；面包皮；坚硬外皮 vi.结硬皮；结成外壳 vt.盖以硬皮；在…上结硬皮

89 daily 1 ['deili] adj.日常的；每日的 n.日报；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日常地；每日；天天 n.(Daily)人名；(英)戴利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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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dealing 1 ['di:liŋ] n.交易；行为

92 decline 1 [di'klain] n.下降；衰退；斜面 vi.下降；衰落；谢绝 vt.谢绝；婉拒

93 dee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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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deepen 1 ['di:pən] vt.使加深；使强烈；使低沉 vi.变深；变低沉

95 deepest 6 [diː p] adj. 深的；深刻的；深奥的；深切的 adv. 深深地 n. 深处

96 definition 1 [,defi'niʃən] n.定义；[物]清晰度；解说

97 depth 4 [depθ] n.[海洋]深度；深奥

98 depths 2 [depθs] n.深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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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designed 1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101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102 differential 1 [,difə'renʃəl] adj.微分的；差别的；特异的 n.微分；差别

103 dimensional 1 [di'menʃənəl, dai-] adj.空间的；尺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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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discover 1 [dis'kʌvə] vt.发现；发觉 vi.发现

106 discovering 1 v.发现；使被知晓（discover的ing形式）

107 dive 4 ['di:vei, daiv] vi.潜水；跳水；俯冲；急剧下降 n.潜水；跳水；俯冲；扑 n.(Dive)人名；(法)迪夫

108 diving 1 [daiviŋ] n.跳水，潜水 adj.跳水的，潜水的 v.跳水（dive的现在分词）；潜水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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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does 4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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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do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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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door 1 [dɔ:] n.门；家，户；门口；通道 n.(Door)人名；(英)多尔

114 dow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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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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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dynamics 1 [dai'næmiks] n.动力学，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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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early 1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119 eart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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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dition 2 [i'diʃən] n.版本 版次 集

121 else 1 [els] adv.其他；否则；另外 adj.别的；其他的 n.(Else)人名；(英)埃尔斯；(德)埃尔泽；(芬、丹)埃尔塞

122 email 1 ['i:'meil] n.电子信函 vt.给…发电子邮件 n.(Email)人名；(法)埃马伊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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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energy 1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125 engineering 1 [,endʒi'niəriŋ] n.工程，工程学 v.设计；管理（engineer的ing形式）；建造

126 enough 1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127 entire 2 [in'taiə] adj.全部的，整个的；全体的 n.(Entire)人名；(英)恩泰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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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et 2 [i:ti:] conj.（拉丁语）和（等于and）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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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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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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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everest 1 ['evərist] n.珠穆朗玛峰（世界最高峰）

133 every 2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134 everything 1 pron.每件事物；最重要的东西；（有关的）一切；万事

135 except 1 [ik'sept] vt.不计；把…除外 vi.反对 prep.除…之外 conj.除了；要不是

136 expedition 1 [,ekspi'diʃən] n.远征；探险队；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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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xperiencing 1 [ɪk'spɪərənsɪŋ] n. 体验；经历 动词experience的现在分词.

139 exploration 4 [,eksplɔ:'reiʃən] n.探测；探究；踏勘

140 explore 1 [ik'splɔ:] vt.探索；探测；探险 vi.探索；探测；探险

141 explorer 1 n.探险家；勘探者；探测器；[医]探针

142 explorers 1 [ɪk'splɔ:rəz] n. 探险家；探索者，探测者；集合对象（explorer的复数形式）

143 exploring 2 [ɪks'plɔː rɪŋ] n. 探索；探测 动词explore的现在分词形式.

144 eyo 1 埃约

145 fantastic 1 adj.奇异的；空想的；异想天开的；古怪的；极好的，极出色的；不可思议的；不切实际的 n.古怪的人

146 fa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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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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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fear 1 [fiə] n.害怕；恐惧；敬畏；担心 vt.害怕；敬畏；为…担心 vi.害怕；敬畏；为…担心

149 feat 2 [fi:t] n.功绩，壮举；技艺表演 adj.合适的；灵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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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feet 4 ['fi:t, fi:t] n.脚（foot的复数形式）；尺；韵脚

152 fewer 1 ['fju:ə] adj.较少的 pron.较少数 int.较少数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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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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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firs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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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fish 1 [fiʃ] vi.捕鱼，钓鱼；用钩捞取 n.鱼，鱼类 vt.钓鱼，捕鱼；搜寻 n.(Fish)人名；(英、西)菲什；(俄)菲施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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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floor 3 [flɔ:] n.地板，地面；楼层；基底；议员席 vt.铺地板；打倒，击倒；（被困难）难倒

159 Florida 1 ['flɔridə] n.佛罗里达（美国东南部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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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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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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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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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founding 1 ['faundiŋ] adj.创办的；发起的 v.[机]铸造；建造；以…为基础（found的ing形式） n.[机]铸造；溶解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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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front 1 [frʌnt] n.前面；正面；前线 vt.面对；朝向；对付 vi.朝向 adj.前面的；正面的 adv.在前面；向前 n.(Front)人名；(法)弗龙

167 frontier 2 ['frʌntjə] n.前沿；边界；国境 adj.边界的；开拓的 n.(Frontier)人名；(法)弗龙捷

168 fu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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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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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fund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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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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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gaze 1 [geiz] vi.凝视；注视 n.凝视；注视 n.(Gaze)人名；(俄、意)加泽；(德)加策

173 geographic 1 [dʒiə'græfik] adj.地理的；地理学的

174 get 1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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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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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go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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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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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goin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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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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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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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guess 1 [ges] vt.猜测；认为；推测；猜中 vi.猜；推测；猜中 n.猜测；推测 n.(Guess)人名；(英)格斯；(德)居斯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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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hadal 1 ['heidəl] adj.超深渊的（一般指6000米以下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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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handle 1 ['hændl] n.[建]把手；柄；手感；口实 vt.处理；操作；运用；买卖；触摸 vi.搬运；易于操纵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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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hatch 2 [hætʃ] n.孵化；舱口 vt.孵；策划 vi.孵化 n.(Hatch)人名；(西)阿奇；(英)哈奇

188 hav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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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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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head 1 [hed] n.头；头痛；上端；最前的部分；理解力 vt.前进；用头顶；作为…的首领；站在…的前头；给…加标题 vi.出发；
成头状物；船驶往 adj.头的；主要的；在顶端的 n.(Head)人名；(英)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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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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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heavens 3 ['hevəns] n. 天空 名词heaven的复数形式.

194 Heights 1 n.高度（电影名）

195 hel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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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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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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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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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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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h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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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h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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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hour 2 ['auə] n.小时；钟头；课时；…点钟 n.(Hour)人名；(法)乌尔；(柬)胡

204 hours 3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205 how 7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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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humans 3 ['hjuːmənz] n.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

208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209 important 3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210 in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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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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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incredible 1 adj.难以置信的，惊人的；极好的

213 inside 1 [,in'said, 'in-] n.里面；内部；内情；内脏 adj.里面的；内部的；秘密的 adv.在里面 prep.少于；在…之内

214 intere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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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interesting 2 [ˈɪntrɪstɪŋ，ˈɪntrəstɪŋ] adj.有趣的；引起兴趣的，令人关注的

216 international 1 n.国际组织；国际体育比赛；外国居留者；国际股票 adj.国际的；两国（或以上）国家的；超越国界的；国际
关系的；世界的

217 interview 1 ['intəvju:] n.接见，采访；面试，面谈 vt.采访；接见；对…进行面谈；对某人进行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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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int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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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investment 2 [in'vestmənt] n.投资；投入；封锁

220 is 1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21 it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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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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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jus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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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kind 1 [kaind] n.种类；性质 adj.和蔼的；宽容的；令人感激的 n.(Kind)人名；(德、俄、法、捷)金德；(瑞典)欣德

225 know 13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226 knowledge 1 ['nɔlidʒ] n.知识，学问；知道，认识；学科 n.(Knowledge)人名；(南非)诺利奇

227 laden 1 ['leidən] adj.负载的；装满的；苦恼的 vt.装载（等于lade） vi.装载（等于lade） v.装载（lade的过去分词） n.(Laden)人
名；(阿拉伯)拉丹；(德、罗)拉登；(法)拉当

228 landscapes 1 ['lændskeɪp] n. 风景；风景画；山水；[计]横向 v. 美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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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la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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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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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leave 1 [li:v] vt.离开；留下；遗忘；委托 vi.离开，出发；留下 n.许可，同意；休假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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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235 lifeless 1 ['laiflis] adj.无生命的；死气沉沉的；无趣味的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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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limbo 1 ['limbəu] n.监狱；地狱的边境；放置丢弃物的场所；处于中间的或不定的状态 n.(Limbo)人名；(纳米)林博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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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litt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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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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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lo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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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look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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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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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looks 2 [lʊks] n. 外貌(恒用复数)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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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Macdonald 1 [mək'dɔnəld] n.麦克唐纳（姓氏）；麦当劳快餐店 n.(Macdonald)人名；(法)麦克唐纳

247 machine 1 [mə'ʃi:n] n.机械，机器；机构；机械般工作的人 vt.用机器制造 n.(Machine)人名；(意)马基内

248 made 2 [meid] adj.成功的；创造的 v.做，使，安排（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ade)人名；(塞)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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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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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map 1 [mæp] vt.映射；计划；绘制地图；确定基因在染色体中的位置 n.地图；示意图；染色体图 vi.基因被安置 n.(Map)人名；
(法)马普

252 Mariana 1 [,mεəri:'ænə] n.马里亚纳群岛（位于西太平洋）；玛丽安娜（女子名，Mary的异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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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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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McCallum 11 n. 麦克卡莱姆

256 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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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me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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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measures 1 ['meʒəz] n. 措施；度量；尺寸；[音]拍子；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

259 medicines 1 ['medsnz] 药品

听力特快 www.listeningexpress.com

http://www.listeningexpress.com/


260 mention 1 ['menʃən] vt.提到，谈到；提及，论及；说起 n.提及，说起 n.(Mention)人名；(法)芒雄

261 meters 1 英 ['miː tə(r)] 美 ['miː tər] n. 公尺；米 n. 计量器；计时器 vt. (用仪表)测量

262 migh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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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Miles 5 [mailz] n.迈尔斯（男子名）

264 minus 1 ['mainəs] prep.减，减去 n.负号，减号；不足；负数 adj.减的；负的 n.(Minus)人名；(英)米纳斯

265 minute 1 [ˈmɪnɪt] n.分，分钟；片刻，一会儿；备忘录，笔记；会议记录 vt.将…记录下来 adj.微小的，详细的[maɪˈnjuːt;US-
ˈnuːt;maɪˋnut]

266 mo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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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mo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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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movement 1 ['mu:vmənt] n.运动；活动；运转；乐章

269 mr 1 ['mistə(r)] abbr.先生（Mister）

270 mt 1 abbr.磁带（MagneticTape）；平均时间（MeanTime）；军事训练（MilitaryTraining）；主计时器（MasterTimer）

271 much 4 [mʌtʃ] adv.非常，很 adj.大量的 n.许多，大量 pron.许多，大量 n.(Much)人名；(德)穆赫；(英)马奇

272 m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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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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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naturally 1 ['nætʃərəli] adv.自然地 自然而然地 轻而易举 天生地 大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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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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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never 2 ['nevə] adv.从未；决不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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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no 2 [nəu] adv.不 adj.没有；不是 n.不；否决票 abbr.数字（number）；元素锘（nobelium）的符号 n.(No)人名；(柬)诺；(越)努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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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not 4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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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November 1 [nəu'vembə] n.十一月

284 occupants 1 ['ɒkjuːpənts] n. 居住者；占有者 名词occupant的复数形式.

285 ocean 17 ['əuʃən] n.海洋；大量；广阔 n.(Ocean)人名；(罗)奥切安

286 of 4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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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289 O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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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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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only 2 ['əunli] adv.只，仅仅；不料 adj.唯一的，仅有的；最合适的 conj.但是；不过；可是

292 opaque 1 [əu'peik] adj.不透明的；不传热的；迟钝的 n.不透明物 vt.使不透明；使不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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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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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o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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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our 6 ['auə, ɑ:] pron.我们的

297 ou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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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outside 4 [,aut'said, 'aut'said] adj.外面的，外部的；外来的 n.外部；外观 adv.在外面，向外面；在室外 prep.在…范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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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ow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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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pacific 2 adj.和平的；温和的；平静的 n.太平洋 adj.太平洋的

302 pa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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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partner 1 ['pɑ:tnə] n.伙伴；合伙人；配偶 vi.合伙；合股；成为搭档 vt.使合作；与…合伙 n.(Partner)人名；(英、德)帕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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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past 1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305 peaceful 1 ['pi:sful] adj.和平的，爱好和平的；平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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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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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person 2 ['pə:sən] n.人；身体；容貌，外表；人称 n.(Person)人名；(法、俄、德)佩尔松；(瑞典)佩尔松；(英)珀森

309 personally 1 ['pə:sənəli] adv.亲自地；当面；个别地；就自己而言

310 pillow 1 ['piləu] n.枕头 vt.垫；枕于…；使…靠在 vi.枕着头；靠在枕上 n.(Pillow)人名；(英)皮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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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Plano 3 ['pleinən] adj.（透镜）平的 n.普莱诺（美国一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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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please 1 [pli:z] vt.使喜欢；使高兴，使满意 vi.讨人喜欢；令人高兴 int.请（礼貌用语）

315 plumbed 1 [p'lʌmd] 铅垂的

316 poi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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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possible 1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318 prepared 1 adj.准备好的 v.准备（prepare的过去分词）

319 pressure 4 ['preʃə] n.压力；压迫，[物]压强 vt.迫使；密封；使……增压

320 pressures 1 英 ['preʃə(r)] 美 ['preʃər] n. 压强；压力；压迫 v. 施压

321 pretty 1 adj.漂亮的；可爱的；优美的 adv.相当地；颇 n.有吸引力的事物（尤指饰品）；漂亮的人 n.Pretty，普雷蒂（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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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proved 1 [p'ruːvd] v. 证明(证明是；检验；勘探；证明；试印)

324 pull 1 [pul] vt.拉；拔；拖 vi.拉，拖；拔 n.拉，拉绳；拉力，牵引力；拖 n.(Pull)人名；(法)皮尔；(德、瑞典)普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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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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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question 1 ['kwestʃən] n.问题，疑问；询问；疑问句 vt.询问；怀疑；审问 vi.询问；怀疑；审问

328 questions 2 ['kwestʃənz] n. 问题，疑问，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

329 quickly 2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330 re 12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331 reach 2 [ri:tʃ] vi.达到；延伸；伸出手；传开 vt.达到；影响；抵达；伸出 n.范围；延伸；河段；横风行驶 n.(Reach)人名；(柬)列

332 reached 2 到达

333 really 4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334 region 1 ['ri:dʒən] n.地区；范围；部位

335 relative 1 ['relətiv] adj.相对的；有关系的；成比例的 n.亲戚；相关物；[语]关系词；亲缘植物

336 relaxing 1 [ri'læksiŋ] adj.令人轻松的 v.放松；休息（relax的ing形式）；缓和；松懈

337 release 1 [ri'li:s] vt.释放；发射；让与；允许发表 n.释放；发布；让与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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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resurfaced 1 英 [ˌriː 'sɜ fːɪs] 美 [ˌriː 'sɜ rːfɪs] v. 重新露面；浮上水面；为...铺设新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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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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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rob 2 [rɔb] vt.抢劫；使…丧失；非法剥夺 vi.抢劫；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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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role 2 [rəul] n.角色；任务 n.(Role)人名；(意、塞、赤几)罗莱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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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said 1 adj.上述的，该 v.说（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aid)人名；(西、塞、哈萨克、乌兹、吉尔、塔吉、土库、阿塞、阿
拉伯)赛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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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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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s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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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scar 2 [skɑ:] vt.伤害；给留下伤痕 vi.结疤；痊愈 n.创伤；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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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schools 1 [s'ku lːz] n. 学校；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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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scratched 1 [skrætʃ] v. 抓；搔（痒）；划破；划掉 n. 抓痕；乱写；抓的声音；起跑线 adj. 无让步的

354 screen 1 [skri:n] n.屏，幕；屏风 vt.筛；拍摄；放映；掩蔽 vi.拍电影 n.(Screen)人名；(英)斯克林

355 sea 4 [si:] n.海；海洋；许多；大量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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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se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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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see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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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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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sensation 2 [sen'seiʃən] n.感觉；轰动；感动

361 sense 2 n.感觉，功能；观念；道理；理智 vt.感觉到；检测 n.森斯（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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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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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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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 shot 1 n.发射；炮弹；射手；镜头 adj.用尽的；破旧的；杂色的，闪光的 v.射击（sho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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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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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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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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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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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 simply 1 ['simpli] adv.简单地；仅仅；简直；朴素地；坦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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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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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 skyward 1 ['skaiwəd] adj.向上的；向着天空的 adv.向上；朝天空

375 so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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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 s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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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 somebody 1 ['sʌm,bɔdi, -bʌ-, -bə-] n.大人物；重要人物 pron.有人；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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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 someth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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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sort 3 [sɔ:t] n.种类；方式；品质 vi.分类；协调；交往 vt.将…分类；将…排序；挑选出某物

381 sound 1 [saund] vt.听（诊）；测量，测…深；使发声；试探；宣告 n.声音，语音；噪音；海峡；吵闹；听力范围；[医]探条 adj.
健全的，健康的；合理的；可靠的；有效彻底的 adv.彻底地，充分地 vi.听起来；发出声音；回响；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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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 space 5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384 spacecraft 2 ['speiskrɑ:ft, -kræft] n.[航]宇宙飞船，航天器

385 special 3 ['speʃəl] n.特使，特派人员；特刊；特色菜；专车；特价商品 adj.特别的；专门的，专用的

386 specific 1 [spi'sifik] adj.特殊的，特定的；明确的；详细的；[药]具有特效的 n.特性；细节；特效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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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 sphere 1 [sfiə] n.范围；球体 vt.包围；放入球内；使…成球形 adj.球体的

389 spring 1 [spriŋ] n.春天；弹簧；泉水；活力；跳跃 adj.春天的 vi.生长；涌出；跃出；裂开 vt.使跳起；使爆炸；突然提出；使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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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n.(Spring)人名；(德)施普林；(英、芬、瑞典)斯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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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 station 2 n.车站；驻地；地位；身份 vt.配置；安置；驻扎

392 station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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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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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 steps 1 n.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台阶，步骤（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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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 sub 1 [sʌb] n.潜水艇；地铁；替补队员 vi.代替

397 submarine 2 ['sʌbməri:n, ,sʌbmə'ri:n] n.潜水艇；海底生物 adj.海底的；水下的 vt.用潜水艇攻击 vi.在下疾行；在下滑动

398 submarines 1 ['sʌbməriː nz] n. 潜艇 名词submarine的复数形式.

399 submersible 1 [səb'mə:səbl] adj.能潜水的；能沉入水中的

400 subscribe 1 [səb'skraib] vi.订阅；捐款；认购；赞成；签署 vt.签署；赞成；捐助

401 surfa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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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 surrounded 1 [sə'raʊndɪd] adj. 被 ... 环绕着的 动词surround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

403 swim 1 [swim] vi.游泳；漂浮；浸；眩晕 vt.游过；使浮起 n.游泳；漂浮；眩晕 adj.游泳时穿戴的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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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 take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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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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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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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 team 2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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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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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 terrestrial 1 [ti'restriəl, tə-] adj.地球的；陆地的，[生物]陆生的；人间的 n.陆地生物；地球上的人

412 texas 1 ['teksəs] n.德克萨斯州（美国州名）

413 than 3 [ðæn, 弱ðən, ðn] conj.比（用于形容词、副词的比较级之后）；除…外（用于other等之后）；与其…（用于rather等之
后）；一…就（用于nosooner等之后） prep.比；超过 n.(Than)人名；(老、柬、德)坦；(缅)丹

414 thank 1 [θæŋk] vt.感谢 n.感谢 int.谢谢

415 that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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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 the 9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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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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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 there 14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420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421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422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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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 this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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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 thoroughly 1 ['θʌrəli, 'θə:rəu-] adv.彻底地，完全地

426 those 3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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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429 three 2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430 throug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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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 tim 1 [tim] n.蒂姆（男子名）

432 tim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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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 titanium 1 [tai'teiniəm, ti-] n.[化学]钛（金属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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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to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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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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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 tons 2 [tʌnz] ad. [口]极其；非常

437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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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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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 town 1 [taun] n.城镇，市镇；市内商业区 n.(Town)人名；(英)汤

441 track 1 [træk] n.轨道；足迹，踪迹；小道 vt.追踪；通过；循路而行；用纤拉 vi.追踪；走；留下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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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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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 trench 3 [trentʃ] n.沟，沟渠；战壕；堑壕 vt.掘沟 vi.挖战壕；侵害 n.(Trench)人名；(英、西)特伦奇

445 triton 1 ['traitən] n.[核]氚核；法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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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 t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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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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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 understanding 1 [,ʌndə'stændiŋ] n.谅解，理解；理解力；协议 adj.了解的；聪明的；有理解力的 v.理解；明白（understand的ing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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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 unexplored 2 英 [ˌʌnɪk'splɔː d] 美 [ˌʌnɪk'splɔː rd] adj. 未勘查过的；未开拓的

452 unknow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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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 up 3 [ʌp] adv.起来；上涨；向上 prep.在…之上；向…的较高处 adj.涨的；起床的；向上的 n.上升；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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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 us 6 pron.我们

456 vacuum 1 ['vækjuəm] n.真空；空间；真空吸尘器 adj.真空的；利用真空的；产生真空的 vt.用真空吸尘器清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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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 vast 1 [vɑ:st, væst] adj.广阔的；巨大的；大量的；巨额的 n.浩瀚；广阔无垠的空间 n.(Vast)人名；(法)瓦斯特

459 ve 4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460 vehicle 5 ['viː ɪk(ə)l] n.[车辆]车辆；工具；交通工具；运载工具；传播媒介；媒介物

461 very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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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 vide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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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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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 viewport 1 英 ['vjuːpɔː t] 美 ['vjuːpɔː rt] 视口

465 void 1 [vɔid] adj.空的；无效的；无人的 n.空虚；空间；空隙 vt.使无效；排放 n.(Void)人名；(俄)沃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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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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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 wat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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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 waves 1 [weivz] n.[物][军]波（wave的复数形式） v.波动；起伏（wav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挥动

471 wa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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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 we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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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 weigh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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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 well 1 [wel] adv.很好地；充分地；满意地；适当地 adj.良好的；健康的；适宜的 n.井；源泉 v.涌出 n.(Well)人名；(英、德、荷)
韦尔

475 went 1 [went] v.去，过去（go的过去式） n.(Went)人名；(德、匈、荷)文特；(英)温特

476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477 west 1 [west] n.西；西方；西部 adj.西方的；朝西的 adv.在西方；向西方；自西方 n.(West)人名；(英、德、芬、瑞典)韦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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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 what 11 [hwɔt, hwʌt, 弱hwət] pron.什么；多么；多少 adj.什么；多么；何等 adv.到什么程度，在哪一方面 int.什么；多么

479 whe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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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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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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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 who 2 pron.谁；什么人

483 why 2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484 wide 1 [waid] adj.广泛的；宽的，广阔的；张大的；远离目标的 adv.广泛地；广阔地；充分地 n.大千世界 n.(Wide)人名；(瑞典、
芬)维德

485 w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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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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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7 with 4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488 withstand 3 [wið'stænd, wiθ-] vt.抵挡；禁得起；反抗 vi.反抗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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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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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 world 4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492 would 2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493 wright 1 [rait] n.制作者；工人

494 wrong 1 adv.错误地；邪恶地，不正当地 n.坏事；不公正 adj.错误的；失常的；不适当的 vt.委屈；无理地对待；诽谤 n.(Wrong)
人名；(英)朗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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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 yielded 1 [jiː ld] v. 生产；获利；屈服；弯下去 n. 投资收益；生产量

497 you 24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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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 YouTube 2 英 ['ju tːjuːb] 美 ['ju tːuːb] n. 一个互联网视频共享网站

500 Zealander 1 n.西兰岛（丹麦最大的岛）(Zealand的变形)

501 zone 1 [zəun] n.地带；地区；联防 vi.分成区 vt.使分成地带；环绕 n.(Zone)人名；(塞)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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