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nn10 2021-12-06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9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5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in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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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to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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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39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6 it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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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is 20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8 On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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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re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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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tha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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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they 16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2 was 1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3 this 15 [ðis, 弱ðəs] pron.这；这个；这里 adj.这；本；这个；今 adv.这样地；这么 n.(This)人名；(法)蒂斯

14 from 14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5 a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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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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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hav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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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by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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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covid 9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20 for 9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21 world 9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2 an 8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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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firs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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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war 8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26 at 7 prep.在（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地点、场所、位置、空间）；以（某种价格、速度等）；向；达；因为；朝；忙于 n.阿特（老
挝货币基本单位att）；[化]砹（极不稳定放射性元素） abbr.密封的（airtight）；气温（airtemperature）

27 cnn 7 [ˌsiː en'en] abbr. 美国有线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

28 know 7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29 like 7 [laik] vt.喜欢；想；愿意 vi.喜欢；希望 prep.像；如同 adj.同样的；相似的 n.爱好；同样的人或物 adv.可能 conj.好像

30 new 7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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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ve 7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33 video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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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virus 7 ['vaiərəs] n.[病毒]病毒；恶毒；毒害 n.(Virus)人名；(西)比鲁斯

35 w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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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also 6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37 cli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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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division 6 n.[数]除法；部门；分配；分割；师（军队）；赛区

39 mo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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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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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莫雷

40 your 6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41 about 5 [ə'baut] prep.关于；大约 adj.在附近的；四处走动的；在起作用的 adv.大约；周围；到处 n.大致；粗枝大叶；不拘小节的
人 n.(About)人名；(法)阿布

42 been 5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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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countries 5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45 fire 5 ['faiə] n.火；火灾；炮火；炉火；热情；激情；磨难 vt.点燃；解雇；开除；使发光；烧制；激动；放枪 vi.着火；射击；开
枪；激动；烧火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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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o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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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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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ring 5 [riŋ] vi.按铃；敲钟；回响；成环形 n.戒指；铃声，钟声；拳击场；环形物 vt.按铃；包围；敲钟；套住 n.(Ring)人名；
(英、西、德、匈、瑞典、芬)林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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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st 5 [es ti:] abbr.标准时间（standardtime）；Shipping装货单（ShippingTicket）

52 there 5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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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variant 5 ['vεəriənt] adj.不同的；多样的 n.变体；转化

55 around 4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56 ash 4 [æʃ] n.灰；灰烬 n.(Ash)人名；(英、俄、捷)阿什

57 c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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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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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ruption 4 [i'rʌpʃən] n.爆发，喷发；火山灰；出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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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h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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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his 4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63 how 4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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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known 4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66 McLean 4 n. 麦克莱因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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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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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par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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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some 4 adj.一些；某个；大约；相当多的 pron.一些；若干；其中的一部分；（数量不确切时用）有些人 adv.非常；相当；<美>
稍微

71 test 4 [test] n.试验；检验 vt.试验；测试 vi.试验；测试 n.(Test)人名；(英)特斯特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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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travel 4 ['trævəl] vi.旅行；行进；步行；交往 vt.经过；在…旅行 n.旅行；游历；漫游

74 two 4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75 variants 4 变体

76 volcanoes 4 英 [vɒl'keɪnəʊ] 美 [vɑ lː'keɪnoʊ] n. 火山

77 wh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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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who 4 pron.谁；什么人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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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against 3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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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airborne 3 ['εəbɔ:n] adj.[航]空运的；空气传播的；风媒的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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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away 3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84 band 3 n.带，环；[物]波段；(演奏流行音乐的)乐队 vi.用带绑扎；给...镶边 n.n.乐队；队；一群

85 because 3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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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brothers 3 英 ['brʌðə(r)] 美 ['brʌðər] n. 兄弟；教友；同胞；<俚>老兄

88 Carl 3 [kɑ:l] n.卡尔（男名）

89 colonel 3 ['kə:nəl] n.陆军上校 n.(Colonel)人名；(法、罗)科洛内尔

90 could 3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91 cube 3 [kju:b] n.立方；立方体；骰子 vt.使成立方形；使自乘二次；量…的体积 n.(Cube)人名；(瑞典、德)库贝

92 dangerous 3 ['deindʒərəs] adj.危险的 危险地

93 days 3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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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arthquakes 3 ['ɜːθkweɪks] n. 地震 名词earthquake的复数形式.

96 fa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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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ha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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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high 3 [hai] adj.高的；高级的；崇高的；高音调的 n.高水平；天空；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高压地带 adv.高；奢侈地 n.(High)人
名；(英)海伊

99 II 3 abbr.微光（ImageIntensification）

100 Indonesia 3 ['indəu'ni:zjə,-ʒə] n.印尼，印度尼西亚（东南亚岛国）

101 located 3 英 [ləʊ'keɪtɪd] 美 ['loʊkeɪtɪd] adj. 处于；位于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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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many 3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04 men 3 ['fɔilzmən, men] n.男人，人类（man的复数） n.(Men)人名；(日)面(姓)；(葡)梅恩；(柬)孟

105 Miles 3 [mailz] n.迈尔斯（男子名）

106 not 3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07 officials 3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108 omicron 3 n.希腊字母第15字

109 our 3 ['auə, ɑ:] pron.我们的

110 out 3 [aut] adv.出现；在外；出局；出声地；不流行地 adj.外面的；出局的；下台的 n.出局 prep.向；离去 vi.出来；暴露 vt.使熄
灭；驱逐

111 pacific 3 adj.和平的；温和的；平静的 n.太平洋 adj.太平洋的

112 past 3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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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rubik 3 鲁比克

115 rule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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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says 3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17 sequence 3 ['si:kwəns] n.[数][计]序列；顺序；续发事件 vt.按顺序排好

118 shames 3 ['ʃɑ:məs] v.使羞愧（sha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羞愧的事（shame的复数）

119 s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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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spread 3 [spred] vi.传播；伸展 vt.传播，散布；展开；伸展；铺开 n.传播；伸展 adj.伸展的

121 taken 3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122 thei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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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these 3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124 those 3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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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three 3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126 unidentified 3 adj.未经确认的；未辨别出的，身份不明的

127 us 3 pron.我们

128 volcanic 3 [vɔl'kænik] adj.火山的；猛烈的；易突然发作的 n.火山岩

129 were 3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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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in 3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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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activated 2 ['æktiveitid] adj.活性化的；活泼的 v.使激活；使活动起来；有生气（activate的过去分词）

135 actually 2 adv.实际上；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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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Africa 2 ['æfrikə] n.非洲

138 age 2 [eidʒ] n.年龄；时代；寿命，使用年限；阶段 vi.成熟；变老 vt.使成熟；使变老，使上年纪 n.(Age)人名；(瑞典)阿格；(日)
扬(姓)；(西、荷)阿赫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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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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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any 2 ['eni] adj.任何的；所有的；丝毫 pron.任何；任何一个；若干 adv.稍微；少许 n.(Any)人名；(法、罗)阿尼

142 army 2 ['ɑ:mi] n.陆军，军队

143 ban 2 [bæn] vt.禁止，取缔 n.禁令，禁忌 n.(Ban)人名；(日)蕃(名)；(缅、老、柬)班；(东南亚国家华语)万；(法)邦；(中)饼(广东
话·威妥玛)；(德、塞、罗、阿拉伯)巴恩；(英)班恩

144 bans 2 n.禁令（ban的复数）；结婚预告（等于banns） n.（Bans）人名；（西）班斯；（法）邦斯

145 biden 2 n. 拜登(姓氏)

146 brick 2 [brik] n.砖，砖块；砖形物；心肠好的人 vt.用砖砌 adj.用砖做的；似砖的 n.(Brick)人名；(英、法、瑞典)布里克

147 buildings 2 ['bɪldɪŋz] n.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

148 challenge 2 n.挑战；怀疑 vt.向…挑战；对…质疑

149 compan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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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count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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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couple 2 ['kʌpl] n.对；夫妇；数个 vi.结合；成婚 vt.结合；连接；连合 n.(Couple)人名；(法)库普勒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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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deadly 2 ['dedli] adj.致命的；非常的；死一般的 adv.非常；如死一般地

154 December 2 [di'sembə] n.十二月

155 dominant 2 ['dɔminənt] adj.显性的；占优势的；支配的，统治的 n.显性

156 Edward 2 ['edwəd] n.爱德华（男子名）

157 effective 2 [i'fektiv] adj.有效的，起作用的；实际的，实在的；给人深刻印象

158 emergency 2 [i'mə:dʒənsi] n.紧急情况；突发事件；非常时刻 adj.紧急的；备用的

159 enemy 2 ['enimi] n.敌人，仇敌；敌军 adj.敌人的，敌方的

160 et 2 [i:ti:] conj.（拉丁语）和（等于and）

161 experts 2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162 few 2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163 france 2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164 fund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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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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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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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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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he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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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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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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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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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homes 2 英 [həʊm] 美 [hoʊm] n. 家；家庭；收容所；栖息地；发源地 adv. 在家；回家；在国内；回国；正中目标 adj. 家用的；国
内的；总部的；（比赛）主场的 v. 提供住处；朝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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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identified 2 [aɪ'dentɪfaɪd] adj.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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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Indonesian 2 [,indəu'ni:zjən] n.印尼人；印尼语群；印度尼西亚语 adj.印尼的

176 isla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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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78 Java 2 ['dʒa:və] n.爪哇岛（位于印尼）；Sun公司推出的一种应用程序开发语言

179 lab 2 [læb] n.实验室，研究室

180 labs 2 abbr. 激光作用瞄准系统(=Laser Active Boresight System) abbr. 低空轰炸系统(=Low-Altitude Bombing System)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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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least 2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183 male 2 [meil] adj.男性的；雄性的；有力的 n.男人；雄性动物 n.(Male)人名；(柬)马尔；(意、西、塞)马莱；(英)梅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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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member 2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186 missing 2 ['misiŋ] adj.失踪的；缺少的 v.错过（miss的ing形式）；想念；漏掉 n.(Missing)人名；(德)米辛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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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mountain 2 [ˈmauntin，ˈmaʊntən] n.山；山脉 n.(Mountain)人名；(英)芒廷

189 movement 2 ['mu:vmənt] n.运动；活动；运转；乐章

190 mt 2 abbr.磁带（MagneticTape）；平均时间（MeanTime）；军事训练（MilitaryTraining）；主计时器（MasterTimer）

191 mutations 2 [mju 'ːteɪʃnz] 突变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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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need 2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194 now 2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195 number 2 ['nʌmbə] n.数；（杂志等的）期；号码；数字；算术 vi.计入；总数达到 vt.编号；计入；数…的数目；使为数有限

196 ocean 2 ['əuʃən] n.海洋；大量；广阔 n.(Ocean)人名；(罗)奥切安

197 offic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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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Olympia 2 [əu'limpiə] n.奥林匹亚（希腊一地名）

199 perc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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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pl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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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plate 2 [pleit] n.碟；金属板；金属牌；感光底片 vt.电镀；给…装甲 n.(Plate)人名；(英、德、俄、西、意、瑞典)普拉特

202 produced 2 [prəu'dju:st] v.产生；制造（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创作 adj.引长的；畸形地伸长的

203 quote 2 [kwəut, kəut] vt.报价；引述；举证 vi.报价；引用；引证 n.引用

204 relatively 2 ['relətivli] adv.相当地；相对地，比较地

205 response 2 [ri'spɔns] n.响应；反应；回答

206 Saturday 2 ['sætədi; -dei] n.星期六

207 scale 2 [skeil] n.规模；比例；鳞；刻度；天平；数值范围 vi.衡量；攀登；剥落；生水垢 vt.测量；攀登；刮鳞；依比例决定 n.
(Scale)人名；(意)斯卡莱

208 sequencing 2 ['si:kwənsiŋ] n.[计]排序；[计]定序；排列程序 v.[计]定序（sequence的ing形式）；使按顺序排列

209 served 2 英 [sɜːv] 美 [sɜ rːv] v. 服务；侍候；担任；可作 ... 用；度过；对待 n. 发球

210 she 2 [ʃi:] pron.她（主格）；它（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船舶、地球、月亮等） n.女人；雌性动物 n.(She)人名；(中)佘(普通
话·威妥玛)

211 shelter 2 ['ʃeltə] n.庇护；避难所；遮盖物 vt.保护；使掩蔽 vi.躲避，避难 n.(Shelter)人名；(英)谢尔特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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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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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

213 small 2 [smɔ:l] adj.少的，小的；微弱的；几乎没有的；不重要的；幼小的 adv.小小地；卑鄙地 n.小件物品；矮小的人 n.(Small)
人名；(英)斯莫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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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south 2 [sauθ, sauð] n.南方，南边；南部 adv.在南方，向南方 adj.南的，南方的 n.(South)人名；(老)苏；(英)索思

216 started 2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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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strain 2 n.张力；拉紧；负担；扭伤；血缘 vi.拉紧；尽力 vt.拉紧；滥用；滤去；竭力 n.(Strain)人名；(英)斯特兰 n.（植物、动
物的）品种；种类

219 supposed 2 [sə'pəuzd] adj.假定的；被信以为真的；想象上的 v.假定（suppose的过去分词）

220 surviving 2 [sə'vaiviŋ] adj.继续存在的；未死的；依然健在的 v.生存（survive的ing形式）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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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tak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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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technology 2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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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travelers 2 [t'rævlərz] 旅游者

226 tsunamis 2 [tsu 'ːnɑːmi] n. 海啸

227 villages 2 ['vilidʒəz] n. 村庄，村（名词village的复数形式）；<大写>比利亚赫斯（姓氏）

228 wa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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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whether 2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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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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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233 afford 1 [ə'fɔ:d] vt.给予，提供；买得起 n.(Afford)人名；(英)阿福德

234 afraid 1 [ə'freid] adj.害怕的；恐怕；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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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afternoon 1 [,ɑ:ftə:'nu:n, ,æf-, 'ɑ:ftə'nu:n, 'æf-] n.午后，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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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ahead 1 adj.向前；在前的；领先 adv.向前地；领先地；在（某人或某事物的）前面；预先；在将来，为未来

239 Ambrose 1 ['æmbrəuz] n.安布罗斯（男子名）

240 ammunition 1 [,æmju'niʃən] n.弹药；军火 vt.装弹药于 vi.装弹药

241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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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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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apply 1 [ə'plai] vt.申请；涂，敷；应用 vi.申请；涂，敷；适用；请求

245 April 1 ['eiprəl] n.四月

246 archipelago 1 [,ɑ:ki'peləgəu] n.群岛，列岛；多岛的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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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aren 1 阿伦

249 artillery 1 [ɑ:'tiləri] n.火炮；大炮；炮队；炮术

250 artist 1 ['ɑ:tist] n.艺术家；美术家（尤指画家）；大师

251 ashore 1 [ə'ʃɔ:] adv.在岸上；向岸 adj.在岸上的；在陆上的

252 Asia 1 ['eiʃə] n.亚洲

253 asking 1 ['ɑ:skiŋ] n.请求 v.问（ask的现在分词）

254 automatic 1 [,ɔ:tə'mætik] adj.自动的；无意识的；必然的 n.自动机械；自动手枪

255 barely 1 ['bεəli] adv.仅仅，勉强；几乎不；公开地；贫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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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battle 1 ['bætl] n.战役；斗争 vi.斗争；作战 vt.与…作战 n.(Battle)人名；(英)巴特尔；(法)巴特勒；(西)巴特莱

257 battlefield 1 ['bætlfi:ld] n.战场；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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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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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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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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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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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Bering 1 ['bɛriŋ] n.白令海峡

264 bestselling 1 ['bests'elɪŋ] adj. 畅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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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bi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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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biggest 1 [bɪgɪst] adj. 最大的

268 block 1 n.块；街区；大厦；障碍物 vt.阻止；阻塞；限制；封盖 adj.成批的，大块的；交通堵塞的 n.(Block)人名；(英、法、
德、西、葡、芬、罗)布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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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Borders 1 n.鲍德斯（公司名，第一家进行全球性扩张的美国图书零售商）

271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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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buses 1 ['bʌsiz] n.公共汽车（bus的复数形式） v.乘公共汽车；用公共汽车运送（bus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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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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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camp 1 [kæmp] vi.露营；扎营 vt.扎营；使扎营 n.露营 n.(Camp)人名；(英)坎普；(瑞典)坎普；(法)康

277 campaign 1 [kæm'pein] vi.作战；参加竞选；参加活动 n.运动；活动；战役

278 capital 1 ['kæpitəl] n.首都，省会；资金；大写字母；资本家 adj.首都的；重要的；大写的 n.(Capital)人名；(法)卡皮塔尔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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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causes 1 [kɔː zɪz] n. 原因，理由；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

281 Chad 1 [tʃæd] n.乍得（非洲国名）

282 chains 1 [tʃeɪnz] n. 枷锁；镣铐 名词chai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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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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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chemicals 1 ['kemɪklz] n. 化学药品；化学制品 名词chemical的复数形式

286 children 1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287 circulating 1 英 ['sɜːkjʊleɪtɪŋ] 美 ['sɜːkjə̩ leɪtɪŋ] adj. 循环的；流通的 动词circulate的现在分词形式.

288 circum 1 ['sə:kəm] n.环绕，周围；圆周

289 citizens 1 ['sɪtɪzənz] 公民

290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291 clock 1 [klɔk] n.时钟；计时器 vt.记录；记时 vi.打卡；记录时间 n.(Clock)人名；(英)克洛克

292 clouds 1 [k'laʊdz] n. 云；烟云 名词cloud的复数形式.

293 colors 1 ['kɒlərz] n. 彩色 名词color的复数形式.

294 combat 1 ['kɔmbæt, kəm'bæt] vt.反对；与…战斗 vi.战斗；搏斗 n.战斗；争论 adj.战斗的；为…斗争的 n.(Combat)人名；(法)孔巴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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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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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commanding 1 [kə'mɑ:ndiŋ] adj.指挥的；居高临下的；威风凛凛的 v.指挥；统帅；负责（command的ing形式）

298 commission 1 [kə'miʃən] n.委员会；佣金；犯；委任；委任状 vt.委任；使服役；委托制作

299 common 1 ['kɔmən] adj.共同的；普通的；一般的；通常的 n.普通；平民；公有地 n.(Common)人名；(法)科蒙；(英)康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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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concentration 1 [,kɔnsən'treiʃən] n.浓度；集中；浓缩；专心；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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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concern 1 vt.涉及，关系到；使担心 n.关系；关心；关心的事；忧虑

303 contain 1 [kən'tein] vt.包含；控制；容纳；牵制（敌军） vi.含有；自制

304 continuous 1 [kən'tinjuəs] adj.连续的，持续的；继续的；连绵不断的

305 contributions 1 [kɒntrɪb'ju ʃːnz]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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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corner 1 ['kɔ:nə] n.角落，拐角处；地区，偏僻处；困境，窘境 vi.囤积；相交成角 vt.垄断；迫至一隅；使陷入绝境；把…难住 n.
(Corner)人名；(法)科尔内；(英)科纳

308 corners 1 英 ['kɔː nə(r)] 美 ['kɔː rnər] n. 角落；转角；困境 v. 将 ... 逼入困境；转弯；垄断 adj. 位于角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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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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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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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covered 1 ['kʌvəd] adj.覆盖了的；隐蔽着的；有屋顶的 v.覆盖；包括；掩护（cover的过去分词）

313 created 1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314 critics 1 [k'rɪtɪks] 评论家们

315 cubist 1 ['kju:bist] adj.立体派的；立体主义的 n.立体派艺术家；立体派画家

316 cut 1 [kʌt] n.伤口；切口；削减；（服装等的）式样；削球；切入 vt.[机]切割；削减；缩短；刺痛 vi.[机]切割；相交；切牌；停
拍；不出席 adj.割下的；雕过的；缩减的

317 Dachau 1 ['dɑ:kəu] n.达豪（德国的城市）；达豪集中营（二战时由纳粹建于达豪）

318 database 1 ['deitəbeis] n.数据库，资料库

319 Davao 1 ['dɑ:vau] n.达沃（菲律宾港市）

320 declared 1 [di'klεəd] adj.公然的；公开宣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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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delta 1 ['deltə] n.（河流的）三角洲；德耳塔（希腊字母的第四个字） n.(Delta)人名；(英、罗、葡)德尔塔

323 departure 1 [di'pɑ:tʃə] n.离开；出发；违背

324 descended 1 [di'sendid] adj.出身于...的；从一个祖先传下来的

325 destiny 1 ['destini] n.命运，定数，天命 n.(Destiny)人名；(英)德斯蒂尼，德斯蒂妮(女名)

326 destroyed 1 [dis'trɔid] adj.被毁，毁坏；遭破坏的 v.破坏（destroy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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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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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displaced 1 [dis'pleist] adj.无家可归的；位移的；被取代的 n.无家可归者 v.取代（displace的过去分词）；移动…的位置；撤换

331 does 1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332 dollar 1 ['dɔlə] n.美元 n.(Dollar)人名；(英)多拉尔

333 d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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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down 1 [daun] adv.向下，下去；在下面 adj.向下的 n.软毛，绒毛；[地质]开阔的高地 prep.沿着，往下 vt.打倒，击败 vi.下降；下
去 n.(Down)人名；(英)唐

335 dozens 1 ['dʌznz] n. 几十；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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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eagles 1 ['iː ɡl] n. 鹰

338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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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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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342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343 eight 1 [eit] num.八；八个；第八 adj.八的 n.八字形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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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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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emerged 1 英 [i'mɜːdʒ] 美 [i'mɜ rːdʒ] vi. 浮现；(由某种状态)脱出；(事实)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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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 emergence 1 [i'mə:dʒəns] n.出现，浮现；发生；露头

348 emerging 1 [i'mə:dʒiŋ] adj.新兴的；出现的；形成的 v.形成；浮现；显露（emerge的ing形式）；由…中脱出

349 ending 1 ['endiŋ] n.结局；结尾

350 engaged 1 [in'geidʒd] adj.使用中的，忙碌的 v.保证；约定；同…订婚（engag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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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enter 1 ['entə] vt.进入；开始；参加 vi.参加，登场；进去 n.[计]输入；回车 n.(Enter)人名；(英)恩特

353 entered 1 ['entə(r)d] adj. 进入的 动词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354 entire 1 [in'taiə] adj.全部的，整个的；全体的 n.(Entire)人名；(英)恩泰尔

355 equipment 1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356 European 1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357 euros 1 n. 欧元 名词euro的复数形式.

358 evacuate 1 [i'vækjueit] vt.疏散，撤退；排泄 vi.疏散；撤退；排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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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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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extended 1 [ik'stendid] adj.延伸的；扩大的；长期的；广大的 v.延长；扩充（extend的过去分词）

362 extremely 1 [ik'stri:mli] adv.非常，极其；极端地

363 ez 1 =eastern zone 东区

364 facing 1 ['feisiŋ] n.饰面；衣服等的贴边

365 fall 1 [fɔ:l] vi.落下；变成；来临；减弱 n.下降；秋天；瀑布 vt.砍倒；击倒 adj.秋天的 n.(Fall)人名；(法、芬、瑞典)法尔；(英、
匈)福尔；(阿拉伯)法勒

366 fallen 1 ['fɔ:lən] adj.堕落的；落下来的；陷落的 v.落下；跌倒（fall的过去分词）

367 falling 1 ['fɔ:liŋ] adj.下降的；落下的 n.下降；落下；陷落 v.落下（fall的ing形式） n.(Falling)人名；(瑞典)法林

368 famous 1 ['feiməs] adj.著名的；极好的，非常令人满意的

369 fastest 1 ['fɑːstɪst] adj. 最快的 形容词fast的最高级形式.

370 female 1 ['fi:meil] adj.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n.女人；[动]雌性动物

371 fighting 1 ['faitiŋ] adj.战斗的；好战的；适于格斗的 n.战斗，搏斗 v.奋斗（fight的ing形式）；打仗；与…进行拳击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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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 finalist 1 ['fainəlist] n.参加决赛的选手

374 flight 1 [flait] n.飞行；班机；逃走 vt.射击；使惊飞 vi.迁徙 n.(Flight)人名；(英)弗莱特

375 flo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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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 flows 1 [f'ləʊz] n. 流量 名词flow的复数形式.

377 fly 1 [flai] vi.飞；驾驶飞机；飘扬 vt.飞行；飞越；使飘扬 n.飞行；苍蝇；两翼昆虫 adj.敏捷的 n.(Fly)人名；(法)弗利；(英)弗莱

378 footage 1 ['futidʒ] n.英尺长度；连续镜头；以尺计算长度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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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Friday 1 ['fraidi] n.星期五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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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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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 gap 1 n.间隙；缺口；差距；分歧 vi.裂开 vt.使形成缺口

384 gases 1 ['ɡæsɪz] n. 气体

385 gave 1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386 general 1 adj.一般的，普通的；综合的；大体的 n.一般；将军，上将；常规 n.(General)人名；(英)杰纳勒尔

387 genomes 1 [d'ʒənəmz] n. 整套基因排列

388 Germany 1 ['dʒə:məni] n.德国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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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 given 1 adj.赠予的；沉溺的；规定的 prep.考虑到 v.给予（give的过去分词） n.(Given)人名；(英、土)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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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 globe 1 [gləub] n.地球；地球仪；球体 vt.使…成球形 vi.成球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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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 gotten 1 ['gɔtən] v.得到；达到（get的过去分词）

394 governments 1 ['gʌvənmənts] n. 政府；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

395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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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 hand 1 [hænd] n.手，手艺；帮助；指针；插手 vt.传递，交给；支持；搀扶 n.(Hand)人名；(英、瑞典)汉德

398 happened 1 ['hæpəned] adj.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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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hard 1 adj.努力的；硬的；困难的；辛苦的；确实的；严厉的；猛烈的；冷酷无情的 adv.努力地；困难地；辛苦地；接近地；
猛烈地；牢固地 n.（Hard）人名；(英、芬、瑞典)哈德

401 haven 1 ['heivən] n.港口；避难所，安息所 vt.为……提供避难处；安置……于港中 n.(Haven)人名；(英)黑文

402 HBO 1 n. 家庭影院

403 hesitant 1 ['hezitənt] adj.迟疑的；踌躇的；犹豫不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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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 highest 1 ['haiist] adj.最高的

406 highlighting 1 ['haɪlaɪtɪŋ] n. 加亮 动词highlight的现在分词形式.

407 himself 1 [him'self] pron.他自己；他亲自，他本人

408 historian 1 [his'tɔ:riən] n.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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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 Hitler 1 ['hitlə] n.希特勒（纳粹德国元首）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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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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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h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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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 horseshoe 1 ['hɔ:sʃu:] vt.装蹄铁于 n.马蹄铁；U形物

415 hot 1 [hɔt] adj.热的；辣的；热情的；激动的；紧迫的 adv.热；紧迫地 vi.变热 vt.增加；给…加温 n.(Hot)人名；(塞)霍特；(法)奥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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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 hundred 1 ['hʌndrəd] n.一百；许多 adj.一百的；许多的 num.百；百个

418 identifying 1 n.识别，标识；标识关系 v.识别（identify的现在分词）

419 implements 1 ['ɪmplɪmənts] n. 工具 名词implement的复数.

420 importance 1 [im'pɔ:təns] n.价值；重要；重大；傲慢

421 impossible 1 [im'pɔsəbl] adj.不可能的；不可能存在的；难以忍受的；不真实的 n.不可能；不可能的事

422 inches 1 [ɪntʃ] n. 英寸；少量 v. 慢慢移动 （复）inches: 身高.

423 includes 1 [ɪnk'luːdz]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424 India 1 ['indiə] n.印度（南亚国家）

425 Indian 1 ['indiən] adj.印度的；印第安人的；印第安语的 n.印度人；印第安人；印第安语

426 industrial 1 [in'dʌstriəl] adj.工业的，产业的；从事工业的；供工业用的；来自勤劳的 n.工业股票；工业工人

427 inexpensive 1 [,inik'spensiv] adj.便宜的

428 infantry 1 ['infəntri] n.步兵；步兵团

429 injured 1 ['indʒəd] adj.受伤的；受损害的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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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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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 intended 1 [in'tendid] adj.故意的，有意的；打算中的 n.已订婚者 v.打算；准备（intend的过去分词）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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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 into 1 ['intu:, -tu, -tə] prep.到…里；深入…之中；成为…状况；进入到…之内 n.(Into)人名；(芬、英)因托

435 jakarta 1 [dʒə'kɑ:tə] n.雅加达（印尼首都，等于Djakar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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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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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 Juliet 1 ['dʒu:ljət] n.朱丽叶（莎士比亚剧女主人公）

439 July 1 [dʒʊˈlaɪ] n.七月

440 jump 1 [dʒʌmp] n.跳跃；暴涨；惊跳 vt.跳跃；使跳跃；跳过；突升 vi.跳跃；暴涨；猛增 n.(Jump)人名；(英)江普

441 ju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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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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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 killed 1 [kild] adj.被杀死的；镇静的；隔开的 vt.杀（kill的过去分词）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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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 Korean 1 [kə'riən] adj.韩国人的；韩国语的；朝鲜人的；朝鲜语的 n.韩国人；韩国语；朝鲜人；朝鲜语

446 lagging 1 ['lægiŋ] n.绝缘层材料 adj.落后的

447 later 1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448 lava 1 ['lɑ:və, 'lævə] n.火山岩浆；火山所喷出的熔岩 n.(Lava)人名；(西、意)拉瓦

449 lef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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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 liberated 1 ['libəreitid] adj.无拘束的；放纵的（尤指在社交和性关系方面） v.解放；使摆脱束缚（libera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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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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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 living 1 ['liviŋ] adj.活的；现存的；活跃的；逼真的 n.生活；生存；生计 v.生活；居住（live的ing形式）；度过 n.(Living)人名；
(英)利文

454 ll 1 abbr.陆上通信线（LandLines）；下限（LowerLimit）；低电平（LowLevel）

455 London 1 ['lʌndən] n.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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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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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 machines 1 [mə'ʃiː n] n. 机器；做事效率高的人；工具；车辆 v. 以机器制造

459 manpower 1 ['mæn,pauə] n.人力；人力资源；劳动力

460 manufactured 1 [mænjʊ'fæktʃəd] adj. 制成的；人造的 动词manufactu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61 masks 1 英 [mɑːsk] 美 [mæsk] n. 伪装；面罩；面具；[计算机]掩码 v. 掩饰；戴面具；遮盖

462 meaning 1 ['mi:niŋ] n.意义；含义；意图 adj.意味深长的 v.意味；意思是（mean的ing形式）

463 means 1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464 mega 1 ['megə] n.百万 adj.许多；宏大的 adv.非常 n.(Mega)人名；(葡、意、捷、塞)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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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 mid 1 [mid] adj.中间的；中央的 prep.在…之中 n.(Mid)人名；(柬)米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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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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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 miniseries 1 ['mini,siəri:z] n.集数少的电视连续剧

470 mixtures 1 混合料

471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472 monochrome 1 ['mɔnəkrəum] n.单色；单色画 adj.单色的；黑白的

473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474 monthly 1 ['mʌnθli] adj.每月的，每月一次的；有效期为一个月的 n.月刊 adv.每月，每月一次

475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476 mosques 1 ['mɒsks] 清真寺

477 mr 1 ['mistə(r)] abbr.先生（Mister）

478 mud 1 [mʌd] vt.弄脏；用泥涂 vi.钻入泥中 n.泥；诽谤的话；无价值的东西

479 multi 1 ['mʌlti] pref.多

480 mutation 1 [mju:'teiʃən] n.[遗]突变；变化；元音变化

481 Myers 1 n.迈尔斯（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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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485 necessary 1 ['nesisəri] adj.必要的；必需的；必然的 n.必需品 n.(Necessary)人名；(英)内塞瑟里

486 needed 1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487 need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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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 negative 1 ['negətiv] adj.[数]负的；消极的；否定的；阴性的 n.否定；负数；[摄]底片 vt.否定；拒绝

489 neither 1 ['naiðə, 'ni:-] conj.也不；既不 adv.两个都不；既不……也不 adj.两者都不的 pron.两者都不

490 nest 1 [nest] n.巢，窝；安乐窝；温床 vt.筑巢；嵌套 vi.筑巢；找鸟巢 n.(Nest)人名；(德)内丝特；(英)内丝特(女子教名Agnes威尔
士语的昵称)

491 newly 1 ['nju:li] adv.最近；重新；以新的方式

492 nine 1 [nain] n.九，九个 num.九；九个 adj.九的，九个的 n.(Nine)人名；(塞)尼内

493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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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 none 1 [nʌn] pron.没有人；一个也没有；没有任何东西 adj.没有的，一点没有的 adv.决不，一点也不 n.(None)人名；(葡、罗)诺
内；(日)野根(姓)

495 Normandy 1 ['nɔ:mən'di] n.诺曼底（法国一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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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7 obituary 1 [əu'bitjuəri, -tʃuə-] adj.讣告的；死亡的 n.讣告

498 occur 1 [ə'kə:] vi.发生；出现；存在

499 occurs 1 [ə'kɜːz] 动词occur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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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 oceans 1 ['əʊʃnz] n. 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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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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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 outspoken 1 [,aut'spəukən] adj.坦率的，直言不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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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 parachute 1 ['pærə,ʃu:t] n.降落伞 vi.跳伞 空投

507 paratroopers 1 n. 伞兵（paratrooper的复数形式）；空降兵；空挺部队

508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509 pass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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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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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 pattern 1 ['pætən] n.模式；图案；样品 vt.模仿；以图案装饰 vi.形成图案

512 period 1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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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 Philippines 1 ['filipi:nz; fili'pi:nz] n.菲律宾

515 planes 1 [pleɪns] n. 位面；飞机 名词plane的复数形式.

516 planning 1 ['plæniŋ] n.规划；计划编制 v.计划；设计；预期（plan的ing形式）

517 plates 1 [pleɪts] n. 盘子；板材 名词plate的复数形式.

518 platoon 1 [plə'tu:n, plæ-] n.排，团；一组

519 platoons 1 [plə'tuːn] n. 排；一组；团 v. 交替；在同一位置使用交替

520 pocket 1 ['pɔkit] n.口袋；钱；容器 vt.隐藏；忍受；将…放入衣袋 vi.形成袋或囊 adj.小型的，袖珍的；金钱上的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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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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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 practiced 1 ['præktist] adj.熟练的；有经验的；老练的（等于practised）

524 predict 1 [pri'dikt] vt.预报，预言；预知 vi.作出预言；作预料，作预报

525 predicted 1 [prɪ'dɪkt] v. 预言；预报；预知；预测

526 preparing 1 [prɪ'peərɪŋ] adj. 准备的；预备的 动词prepare的现在分词.

527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528 problem 1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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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 produces 1 英 [prə'djuːs] 美 [prə'duːs] v. 生产；引起；提出；制片；分娩 n. 产品；农产品

530 proof 1 [pru:f] n.证明；证据；校样；考验；验证；试验 adj.防…的；不能透入的；证明用的；耐…的 vt.试验；校对；使不被穿
透

531 proud 1 [praud] adj.自豪的；得意的；自负的 n.(Proud)人名；(英)普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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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 provided 1 [prə'vaidid] conj.假如；倘若 v.提供；给予（provide的过去式）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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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 punished 1 ['pʌnɪʃt] adj. 受处罚的 动词puni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36 pushes 1 [pʊʃ] v. 推；按；挤；逼迫；催促 n. 推；奋力；决心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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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 pyroclastic 1 n.火山碎屑物 adj.火山碎屑的

539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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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 rapidly 1 ['ræpidli] adv.迅速地；很快地；立即

542 rea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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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 read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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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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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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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547 records 1 [rɪ'kɔː ds] n.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

548 recovered 1 [rɪ'kʌvəd] adj. 恢复的 动词recov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549 reflections 1 [rɪ'flekʃənz] n. 反光；感想 名词reflection的复数形式.

550 regardless 1 adj.不管的；不顾的；不注意的 adv.不顾后果地；不管怎样，无论如何；不惜费用地

551 regiment 1 ['redʒimənt] vt.把…编成团；严格地管制 n.团；大量

552 region 1 ['ri:dʒən] n.地区；范围；部位

553 relocate 1 [,ri:ləu'keit, ri:'ləukeit] vt.重新安置；迁移 vi.重新安置；迁移新址 n.浮动

554 remembered 1 英 [rɪ'membə(r)] 美 [rɪ'membər] v. 记得；想起；记住，铭记；回忆；提及

555 remote 1 [ri'məut] adj.遥远的；偏僻的；疏远的 n.远程

556 rendezvous 1 ['rɔndivu:, -dei-] n.约会；约会地点；集结地 vi.会合；约会 vt.在指定地点与…相会

557 report 1 [ri'pɔ:t] n.报告；报道；成绩单 vt.报告；报导；使报到 vi.报告；报到；写报导 n.(Report)人名；(匈)雷波特

558 report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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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9 request 1 [ri'kwest] n.请求；需要 vt.要求，请求

560 requirement 1 [ri'kwaiəmənt] n.要求；必要条件；必需品

561 rescue 1 ['reskju:] vt.营救；援救 n.营救；援救；解救

562 resear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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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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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4 restriction 1 [ri'strikʃən] n.限制；约束；束缚

565 result 1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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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 rise 1 [raiz, rais] vi.上升；增强；起立；高耸 vt.使…飞起；使…浮上水面 n.上升；高地；增加；出现

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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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 rueben 1 吕本

570 rule 1 [ru:l] vi.统治；管辖；裁定 n.统治；规则 vt.统治；规定；管理；裁决；支配 n.(Rule)人名；(英)鲁尔；(塞)鲁莱

571 runn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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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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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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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英)拉什

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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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 salary 1 ['sæləri] vt.给...加薪；给...薪水 n.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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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 Sanger 1 ['sæŋgə] n.桑格（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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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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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 Scott 1 [skɔt] n.斯科特（男子名）

580 sebastian 1 [si'bæstjən; -tʃən] n.塞巴斯蒂安（男子名）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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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 se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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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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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4 semi 1 ['sem(a)i] n.半挂车；半独立式的住宅 n.(Semi)人名；(意、芬)塞米

585 sequenced 1 ['siː kwəns] n. 顺序；连续；次序；一系列 vt. 按顺序排好

586 series 1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587 shaped 1 [ʃeipt] adj.合适的；成某种形状的；有计划的 vt.发展；成形（shape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

588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589 since 1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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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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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 smell 1 [smel] vi.嗅，闻；有…气味 vt.嗅，闻；察觉到；发出…的气味 n.气味，嗅觉；臭味

593 soldier 1 ['səuldʒə] n.军人；[昆]兵蚁；懒汉；一片烤面包 vi.当兵；磨洋工；坚持干；假称害病

594 soldiers 1 ['səuldʒə] n.[军]士兵；战士数量（soldier的复数）

595 southeastern 1 [,sauθ'i:stən] adj.东南方的；朝东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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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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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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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 spotted 1 ['spɔtid] adj.有斑点的；斑纹的；弄污的 v.发现（spot的过去分词）；玷污；弄上污痕 n.(Spotted)人名；(英)斯波蒂德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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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 standards 1 [s'tændədz] n. 规格 名词standar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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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 starts 1 [s'tɑ tːs] v. 开始；启动；开创（star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 开始；开创（名词start的复数形式）

604 Stephen 1 ['sti:vən] n.斯蒂芬（男子名）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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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 strait 1 [streit] adj.狭窄的；苦恼的 n.海峡；困境 n.(Strait)人名；(英)斯特雷特

607 streets 1 [st'riː ts] 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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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9 stubborn 1 ['stʌbən] adj.顽固的；顽强的；难处理的

610 submari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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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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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 sulfur 1 ['sʌlfə] vt.用硫磺处理 n.硫磺；硫磺色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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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 surveillance 1 [sə:'veiləns, sə-] n.监督；监视

615 swell 1 [swel] vi.膨胀；肿胀；隆起 vt.使膨胀；使隆起 n.肿胀；隆起 adj.漂亮的；一流的 n.(Swell)人名；(英)斯韦尔

616 tak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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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 tall 1 [tɔ:l] adj.高的；长的；过分的；夸大的 adv.夸大地 n.(Tall)人名；(马里、阿拉伯)塔勒；(芬、罗、瑞典)塔尔；(英)托尔；
(土)塔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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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 tallest 1 ['tɔː lɪst] adj. 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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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 teams 1 [tiː m] n. 队；组 v. 使相配；使合作；结成一队 adj. 团队的

621 tectonic 1 [tek'tɔnik] adj.[地质]构造的；建筑的；地壳构造上的

622 tectonics 1 [tek'tɔniks] n.[建]构造学，[地质]构造地质学

623 thank 1 [θæŋk] vt.感谢 n.感谢 int.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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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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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 thinks 1 [θɪŋk] v. 认为；想；记起；考虑 n.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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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630 thrust 1 n.[力]推力；刺 vt.插；插入；推挤 vi.插入；向某人刺去；猛然或用力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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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 tiny 1 ['taini] adj.微小的；很少的 n.(Tiny)人名；(葡、印)蒂尼

633 tip 1 vi.给小费；翻倒；倾覆 vt.给小费；倾斜；翻倒；装顶端 n.小费；尖端；小建议，小窍门；轻拍

634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635 tot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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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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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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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 trains 1 [treɪn] n. 列车；火车；行列；一系列 vt. 训练；培训；瞄准 vi. 进行锻炼，接收训练；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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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 transmissible 1 [trænz'misəbl, træns-, trɑ:n-] adj.能传送的；能透射的；可传达的

641 transmission 1 [trænz'miʃən, træns-, trɑ:n-] n.传动装置，[机]变速器；传递；传送；播送

642 trees 1 [triː s] n. 树； 灌木； 似树的木制品； 木梁； 鞍架； 宗谱； 绞刑架； 十字架 v. 逼迫上树； 在 ... 植树； 鞋楦 名词tree
的复数形式

643 trenches 1 [trentʃ] n. 沟；沟渠；战壕 v. 挖沟；侵占

644 trivia 1 ['triviə] n.琐事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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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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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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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 uk 1 [ˌju 'ːkeɪ] abbr. 英国(=United Kingdom)

649 unable 1 [ʌn'eibl] adj.不会的，不能的；[劳经]无能力的；不能胜任的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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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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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2 unit 1 ['ju:nit] n.单位，单元；装置；[军]部队；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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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4 u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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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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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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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7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658 vaccinated 1 ['væksɪneɪt] v. 接种疫苗；预防接种

659 vaccine 1 ['væksi:n] n.疫苗；牛痘苗 adj.疫苗的；牛痘的

660 vaccines 1 疫苗程序

661 varies 1 ['veərɪz] 动词vary的第三人称单数一般现在时形式

662 ve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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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 Vietnam 1 n.越南（东南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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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 walking 1 ['wɔ:kiŋ] n.步行；散步 v.步行（walk的ing形式） adj.步行的

665 Washington 1 ['wɔʃiŋtən] n.华盛顿（美国州名，美国城市名，美国第一任总统，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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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 wave 1 [weiv] vi.波动；起伏；挥手示意；摇动；呈波形 vt.卷（烫）发；向…挥手示意；使成波浪形 n.波动；波浪；高潮；挥手
示意；卷曲

668 wear 1 n.衣物；磨损；耐久性 v.穿着；用旧；耗损；面露

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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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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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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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2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673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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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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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6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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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8 worldwide 1 ['wə:ld,waid] adj.全世界的 adv.在世界各地

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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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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