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nn10 2021-12-07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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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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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bove 1 [ə'bʌv] prep.超过；在……上面；在……之上 adv.在上面；在上文 adj.上文的 n.上文

4 accomplished 1 [ə'kʌmpliʃt] adj.完成的；熟练的，有技巧的；有修养的；有学问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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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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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ctually 1 adv.实际上；事实上

8 add 1 [æd] vi.加；增加；加起来；做加法 vt.增加，添加；补充说；计算…总和 n.加法，加法运算

9 advanced 1 [əd'vɑ:nst, -'vænst] adj.先进的；高级的；晚期的；年老的 v.前进；增加；上涨（adva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0 advancement 1 [əd'vɑ:nsmənt, əd'væns-] n.前进，进步；提升

11 advancements 1 n. 进步；进展（advancement的复数形式）；升任

12 after 2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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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go 1 [ə'gəu] adv.以前，以往 adj.以前的；过去的 n.(Ago)人名；(英、西、意、塞、瑞典)阿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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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lbertson 1 n. 艾伯森

17 a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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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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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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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mbitions 2 [æm'biʃənz] n. 野心；雄心；抱负（ambition的复数形式）；理想

22 ambitious 2 [æm'biʃəs] adj.野心勃勃的；有雄心的；热望的；炫耀的

23 America 5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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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n 7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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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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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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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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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anyone 1 ['eniwʌn] pron.任何人；任何一个

31 anything 1 ['eniθiŋ] pron.任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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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app 4 [æp] abbr.应用（Application）；穿甲试验（ArmorPiercingProof） n.(App)人名；(英)阿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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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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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approaching 1 [ə'prəutʃiŋ] v.接近（approach的ing形式）；[航]进场；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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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ar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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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aren 1 阿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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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arrived 1 [a'raɪvd] adj.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2 as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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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Asian 1 ['eiʃən] n.亚洲人 adj.亚洲的；亚洲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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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45 asteroid 1 ['æstərɔid] n.[天]小行星；[无脊椎]海盘车；小游星 adj.星状的

46 asteroids 1 ['æstərɔɪdz] n. [天]小行星（在火星与木星之间）；[动]海星 名词asteroid的复数形式.

47 astronauts 2 ['æstrənɔː ts] n. 宇航员 名词astronaut的复数.

48 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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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atmosphere 1 n.气氛；大气；空气

50 attempt 1 [ə'tempt] n.企图，试图；攻击 vt.企图，试图；尝试

51 attempts 1 [ə'tempt] v. 企图；尝试 n. 企图；试图

52 attract 1 [ə'trækt] vt.吸引；引起 vi.吸引；有吸引力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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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available 4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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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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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bank 1 [bæŋk] n.银行；岸；浅滩；储库 vt.将…存入银行；倾斜转弯 vi.堆积；倾斜转弯 n.(Bank)人名；(英、德、俄)班克；(法、
匈)邦克

58 barney 1 ['bɑ:ni] n.大吵大闹；拉曳器 n.(Barney)人名；(法)巴内；(英、西)巴尼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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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be 6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61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62 become 2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63 becomes 1 [bɪ'kʌm] v. 变成；成为；变得；适合（某人）；使（人）显得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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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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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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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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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Belarus 1 n.白罗斯（白罗斯共和国，欧洲国家）

70 benefit 1 n.利益，好处；救济金 vt.有益于，对…有益 vi.受益，得益

71 benefits 1 ['benɪfɪt] n. 利益；津贴；义演；保险金；借助 vt. 有益于；得益

72 berry 1 ['beri] n.浆果（葡萄，番茄等） vi.采集浆果 n.(Berry)人名；(法、英、德、意、葡)贝里；(匈)拜里

73 bertram 2 ['bə:trəm] n.伯特伦（男子名）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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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billions 1 ['bɪljənz] n.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

76 blemishes 1 ['blemɪʃ] n. 瑕疵；污点；缺点 v. 玷污；损害

77 bond 1 n.债券；结合；约定；粘合剂；纽带 vi.结合，团结在一起 vt.使结合；以…作保 n.(Bond)人名；(英、德、西、刚(金)、瑞
典)邦德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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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bring 2 vt.拿来；带来；促使；引起；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Bring)人名；(英、瑞典)布林

80 brought 2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81 bruises 1 [bruːz] n. 瘀青；擦伤；挫伤 vi. 碰伤；擦伤 vt. 使挫伤

82 burke 3 [bə:k] vt.秘密地除去；使人窒息而死 n.(Burke)人名；(德、俄、西、波)布尔克；(英)伯克

83 bu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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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b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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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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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came 2 [keim] v.come的过去式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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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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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食品罐头

88 Canada 1 ['kænədə] n.加拿大（北美洲国家）

89 Canadian 1 [kə'neidiən] adj.加拿大（人）的 n.加拿大人

90 capabilities 1 [ˌkeɪpə'bɪləti] n. 能力；才能；性能；容量

91 capacity 1 [kə'pæsəti] n.能力；容量；资格，地位；生产力

92 Carl 3 [kɑ:l] n.卡尔（男名）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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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catalogue 1 ['kætəlɔg] n.目录；（美）大学情况一览 vt.把…编入目录

95 catch 1 [kætʃ] vt.赶上；抓住；感染；了解 vi.赶上；抓住 n.捕捉；捕获物；窗钩

96 cause 1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97 center 1 ['sentə] n.中心，中央；中锋；中心点 vi.居中，被置于中心 vt.集中，使聚集在一点；定中心 adj.中央的，位在正中的 n.
(Center)人名；(英)森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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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CEO 2 abbr.首席执行官；执行总裁（chiefexecutiveofficer）

100 chain 1 n.链；束缚；枷锁 vt.束缚；囚禁；用铁链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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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chalk 1 [tʃɔ:k] vt.用粉笔写；用白垩粉擦；记录；规划 n.粉笔；白垩；用粉笔划的记号 adj.用粉笔写的 vi.变成白垩状 n.(Chalk)人
名；(英)乔克

103 challenge 1 n.挑战；怀疑 vt.向…挑战；对…质疑

104 challenged 1 ['tʃælindʒid] adj.受到挑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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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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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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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china 9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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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cinema 1 ['sinəmə] n.电影；电影院；电影业，电影制作术 n.(Cinema)人名；(意)奇内马

111 clip 4 n.（塑料或金属的）夹子；回纹针；修剪；剪报 vt.剪；剪掉；缩短；给…剪毛（或发）用别针别在某物上，用夹子夹在
某物上 vi.剪；修剪；剪下报刊上的文章（或新闻、图片等）；迅速行动；用别针别在某物上，用夹子夹在某物上

112 close 2 [kləuz] adj.紧密的；亲密的；亲近的 vt.关；结束；使靠近 vi.关；结束；关闭 adv.紧密地 n.结束 n.(Close)人名；(西)克洛
塞；(英、法)克洛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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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co 1 abbr.一氧化碳（carbonmonoxide）；哥伦比亚（Colombia）；现付票（CashOrder）；货源证书（CertificateofOrigin） n.(Co)
人名；(中)措(藏语·汉语拼音)

115 collaboration 1 [kə,læbə'reiʃən] n.合作；勾结；通敌

116 collaborative 1 [kə'læbərətiv] adj.合作的，协作的

117 color 1 ['kʌlə] n.颜色；肤色；颜料；脸色 vt.粉饰；给...涂颜色；歪曲 vi.变色；获得颜色

118 com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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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commercializing 1 英 [kə'mɜ ʃːəlaɪz] 美 [kə'mɜ rːʃlaɪz] v. 使商业化 =commercialise(英).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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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commonly 1 ['kɔmənli] adv.一般地；通常地；普通地

122 companies 2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123 company 4 ['kʌmp(ə)ni] n.公司；陪伴，同伴；连队 vi.交往 vt.陪伴 n.(Company)人名；(西)孔帕尼；(英)康帕尼

124 confirmed 1 [kən'fə:md] adj.确认的；保兑的；坚定的；惯常的 v.确证；使坚定（confirm的过去分词）；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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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contests 1 英 ['kɒntest] 美 ['kɑːntest] n. 竞赛；比赛 vt. 驳斥；争取 vi. 奋斗

127 continue 3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128 cooperation 1 [kəu,ɔpə'reiʃən] n.合作，协作；[劳经]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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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correspondent 1 [,kɔ:ri'spɔndənt] n.通讯记者；客户；通信者；代理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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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cosmological 1 [,kɔzmə'lɔdʒikəl] adj.宇宙论的；宇宙哲学的

132 could 4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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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country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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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cream 2 [kri:m] n.奶油，乳脂；精华；面霜；乳酪

136 crew 3 [kru:] n.队，组；全体人员，全体船员 vi.一起工作 vt.使当船员 n.(Crew)人名；(英、西)克鲁

137 currently 1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138 customers 4 ['kʌstəməz] n. 顾客；<口>家伙 名词customer的复数形式

139 date 4 [deit] n.日期；约会；年代；枣椰子 vi.过时；注明日期；始于（某一历史时期） vt.确定…年代；和…约会 n.(Date)人名；
(日)伊达(姓)；(英)戴特

140 dates 2 [deɪt] n. 日期；年代；会晤时间；约会；约会对象；枣椰树；枣子 v. 给 ... 标明日期；确定年代；过时；显老；和 ... 约
会；追溯到

141 David 1 ['deivid] n.大卫；戴维（男子名）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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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days 2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144 deal 1 [di:l] vt.处理；给予；分配；发牌 vi.处理；讨论；对待；做生意 n.交易；（美）政策；待遇；份量 n.(Deal)人名；(英、
西)迪尔

145 debate 1 [di'beit] vt.辩论，争论，讨论 vi.辩论，争论，讨论 n.辩论；辩论会

146 decade 1 ['dekeid] n.十年，十年期；十

147 decades 1 n.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

148 December 1 [di'sembə] n.十二月

149 dee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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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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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desert 1 ['dezət] vt.遗弃；放弃；逃跑 vi.遗弃；开小差；逃掉 n.沙漠；荒原；应得的赏罚 adj.沙漠的；荒凉的；不毛的

152 designer 1 [di'zainə] n.设计师；谋划者 adj.由设计师专门设计的；享有盛名的；赶时髦的

153 develop 2 [di'veləp] vt.开发；进步；使成长；使显影 vi.发育；生长；进化；显露

154 development 2 [di'veləpmənt] n.发展；开发；发育；住宅小区（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摄]显影

155 dictating 1 ['dɪkˌteɪtɪŋ] adj. 口述的；命令的 动词dictate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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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dinner 1 ['dinə] n.晚餐，晚宴；宴会；正餐 n.(Dinner)人名；(法)迪内

158 discount 2 [['diskaunt, dis'k-] n.折扣；贴现率 vi.贴现；打折扣出售商品 vt.打折扣；将…贴现；贬损；低估；忽视

159 diverted 2 [dɑɪ'vɜ tːɪd] adj. 转移的；分神的 动词dive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60 d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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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dollars 2 n. 美元（dollar的复数）

162 dominance 1 ['dɔminəns,-nənsi] n.优势；统治；支配

163 domingues 5 多明格斯

164 donut 2 ['dəunət] n.炸面圈；环状线圈（等于doughnut）

165 donuts 2 n. 甜甜圈（donut的复数）；油炸圈饼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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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drive 1 [draiv] vi.开车；猛击；飞跑 vt.推动，发动（机器等）；驾驶（马车，汽车等）；驱赶 n.驱动器；驾车；[心理]内驱力，
推进力；快车道

168 Dumpster 1 ['dʌmpstə] n.大型垃圾装卸卡车；垃圾大铁桶

169 dunk 1 [dʌŋk] vt.扣篮；泡；浸 n.(Dunk)人名；(英)邓克

170 dunkin 1 n. 邓金

171 dwindled 1 ['dwɪndl] v. 减少；缩小

172 earlier 1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听力特快 www.listeningexpress.com

http://www.listeningexpress.com/


173 eart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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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eat 2 [i:t] vt.吃，喝；腐蚀；烦扰 vi.进食；腐蚀，侵蚀

175 ebony 1 ['ebəni] adj.乌木制的，黑檀木制的；似木的，黑檀木色的 n.乌木，黑檀 n.(Ebony)人名；(英)埃博妮

176 effectively 1 [i'fektivli] adv.有效地，生效地；有力地；实际上

177 efforts 3 ['efəts] 努力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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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m 1 [em] n.西文排版行长单位 adj.全身长的 pron.他们（等于them） abbr.地球质量（earthmass）；放射（emanation）；电子邮件
（email） n.(Em)人名；(德、挪、罗、土)埃姆；(柬)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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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missions 1 [i'mɪʃn] n. 散发；发行；排放

182 emitting 1 [ɪ'mɪtɪŋ] adj. 发出（光、热、辐射）的 动词emit的现在分词.

183 encourages 1 英 [ɪn'kʌrɪdʒ] 美 [ɪn'kɜ rːɪdʒ] vt. 鼓励；促进；支持

184 encouraging 1 [in'kʌridʒiŋ] adj.令人鼓舞的；鼓励的，奖励的 v.鼓励，支持（encourage的ing形式）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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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nded 1 adj.结束的（end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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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ra 1 ['iərə, 'εərə] n.时代；年代；纪元 n.(Era)人名；(意、芬、印)埃拉

189 ESA 1 abbr. 欧洲航天局(=European Space Agency) abbr. 美国生态学学会(=Ecological Society America) abbr. 经济稳定法案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ct) abbr. 就业标准署(=Employment Standards Administration)

190 estimated 1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191 et 2 [i:ti:] conj.（拉丁语）和（等于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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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eventually 2 [i'ventʃuəli] adv.最后，终于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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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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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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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cited 1 [ik'saitid] adj.兴奋的；激动的；活跃的 v.激动；唤起（excite的过去分词）

198 expanding 1 英 [ɪks'pændɪŋ] 美 [ɪk'spændɪŋ] adj. 扩展的；扩充的 动词expand的现在分词形式.

199 expands 1 [ɪk'spænd] v. 使 ... 膨胀；详述；扩张；增加；张开

200 expansion 1 [ik'spænʃən] n.膨胀；阐述；扩张物

201 expiration 2 [,ekspi'reiʃən] n.呼气；终结；届期

202 expired 1 adj. 到期的 动词expi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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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xploratory 1 [ik'splɔrətəri] adj.勘探的；探究的；考察的

205 explore 2 [ik'splɔ:] vt.探索；探测；探险 vi.探索；探测；探险

206 exploring 1 [ɪks'plɔː rɪŋ] n. 探索；探测 动词explore的现在分词形式.

207 facing 1 ['feisiŋ] n.饰面；衣服等的贴边

208 failed 1 [feild] adj.已失败的，不成功的 v.失败，不成功（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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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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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fashioned 1 ['fæʃənd] adj.…式的 v.把…塑成（fashion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212 fast 1 [fɑ:st, fæst] adj.快速的，迅速的；紧的，稳固的 adv.迅速地；紧紧地；彻底地 vi.禁食，斋戒 n.斋戒；绝食 n.(Fast)人名；
(德、英、俄、芬、捷、瑞典)法斯特

213 feat 1 [fi:t] n.功绩，壮举；技艺表演 adj.合适的；灵巧的

214 February 1 ['februəri] n.二月

215 feel 1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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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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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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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film 1 [film] n.电影；薄膜；胶卷；轻烟 vt.在…上覆以薄膜；把…拍成电影 vi.摄制电影；生薄膜；变得朦胧

219 filmed 1 [fɪlmd] adj. 拍成电影的 动词film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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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financial 1 [fai'nænʃəl] adj.金融的；财政的，财务的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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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fi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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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firs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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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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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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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followed 1 ['fɒləʊd] n. 跟随的；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28 following 1 ['fɔləuiŋ] adj.下面的；其次的，接着的 n.下列事物；一批追随者 v.跟随；沿行（follow的ing形式）

229 food 9 [fu:d] n.食物；养料

230 foods 1 [fuːdz] n. 食品 名词food的复数形式.

231 for 17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232 force 1 [fɔ:s] n.力量；武力；军队；魄力 vt.促使，推动；强迫；强加 n.(Force)人名；(意)福尔切；(英、法)福斯

233 forces 1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234 forever 1 [fə'revə] adv.永远；不断地；常常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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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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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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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founder 1 ['faundə] vi.失败；沉没；倒塌；变跛 vt.破坏；使摔倒；垮掉 n.创始人；建立者；翻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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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241 fresh 2 [freʃ] adj.新鲜的；清新的；淡水的；无经验的 n.开始；新生；泛滥 adv.刚刚，才；最新地

242 friends 1 n.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

243 friendship 1 ['frendʃip] n.友谊；友爱；友善 n.(Friendship)人名；(英)弗兰德希普

244 from 12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45 frontier 1 ['frʌntjə] n.前沿；边界；国境 adj.边界的；开拓的 n.(Frontier)人名；(法)弗龙捷

246 frost 1 [frɔst] vt.结霜于；冻坏 vi.结霜；受冻 n.霜；冰冻，严寒；冷淡 n.(Frost)人名；(英、捷、葡、瑞典、德、匈、罗、丹、
俄)弗罗斯特

247 fruit 1 [fru:t] n.水果；产物 vi.结果实 vt.使……结果实 n.(Fruit)人名；(法)弗吕；(英)弗鲁特

248 fruits 1 [f'ru tːs] n. 成果 名词fruit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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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funded 1 [fʌnd] n. 基金 vt. 资助；转为（长期贷款）

251 funds 1 [fʌndz] n.[会计]资金，现金（fund的复数）；基金 v.资助（fund的三单形式）；提供资金

252 furnished 1 ['fə:niʃt] adj.家具，有家具的 v.供应；装备（furnish的过去分词）

253 furniture 1 ['fə:nitʃə] n.家具；设备；储藏物

254 Gagarin 1 加加林（地名）

255 galaxies 1 ['ɡæləksi] n. 银河；星系；一群杰出的人

256 gas 2 [gæs] n.气体；[矿业]瓦斯；汽油；毒气 vt.加油；毒（死） vi.加油；放出气体；空谈 n.(Gas)人名；(法、德、西)加斯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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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geopolitics 1 [,dʒi（:）əu'pɔlitiks] n.地缘政治学；地理政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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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gets 1 ['ɡets]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

261 getting 2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262 giant 3 ['dʒaiənt] n.巨人；伟人；[动]巨大的动物 adj.巨大的；巨人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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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glazed 1 [gleizd] adj.光滑的；像玻璃的；上过釉的；呆滞无神的 v.上釉（glaze的过去分词）；装以玻璃

264 global 2 ['gləubəl] adj.全球的；总体的；球形的

265 Gobi 1 ['gəubi] n.戈壁沙漠 n.(Gobi)人名；(俄)戈比

266 going 2 ['gəuiŋ] n.行为；离去；工作情况；地面状况 adj.流行的；进行中的；现存的 v.前进；出发；运转（go的ing形式） n.
(Going)人名；(英)戈因

267 goo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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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got 1 [gɔt] v.得到，明白（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Got)人名；(法)戈；(西、匈、瑞典)戈特

269 gotten 1 ['gɔtən] v.得到；达到（get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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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greenhouse 1 ['gri:nhaus] n.温室 造成温室效应的

272 groceries 4 n.杂货；食品；生活用品

273 grocery 6 ['grəusəri] n.食品杂货店 食品杂货

274 ground 1 n.地面；土地；范围；战场;根据 vt.使接触地面；打基础；使搁浅 vi.着陆；搁浅 adj.土地的；地面上的；磨碎的；磨
过的 v.研磨（grind的过去分词）；压迫

275 grown 2 [grəun] adj.长大的；成年的；长满某物的 v.生长；变成；栽培（grow的过去分词）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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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harvested 1 英 ['hɑːvɪst] 美 ['hɑ rːvɪst] n. 收成；收获；收割；成果；后果 v. 收获；收割

278 has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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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hav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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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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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hazelnuts 1 n.榛实( hazelnut的名词复数 )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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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heads 1 [hedz] adj.正面朝上的 n.(Heads)人名；(英)黑兹

284 heat 2 [hi:t] n.高温；压力；热度；热烈 vt.使激动；把…加热

285 helm 1 [helm] n.舵；舵柄；领导地位；驾驶盘 vt.指挥；给...掌舵 n.(Helm)人名；(英、瑞典)赫尔姆；(法)埃尔姆；(德、匈、捷)
黑尔姆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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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h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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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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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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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his 2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291 historians 1 [hɪs'tɔː riənz] 历史学家

292 holidays 2 ['hɔlədiz] adv.每逢假日，在假日 v.度假（holiday的单三形式） n.假日（holiday的复数形式）

293 ho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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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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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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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297 however 1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接副词或形容词）；然而；可是 conj.无论以何种方式;不管怎样

298 humanities 1 英 [hju 'ːmænɪtɪz] 美 [hju 'ːmænətɪz] n. 人文学科 名词humanity的复数形式.

299 hunt 1 [hʌnt] vt.打猎；搜索 vi.打猎；搜寻 n.狩猎；搜寻 n.(Hunt)人名；(德、瑞典)洪特；(英)亨特；(法)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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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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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inaudible 3 [in'ɔ:dəbl] adj.听不见的；不可闻的

303 inching 1 [ɪntʃɪŋ] n. 精密送料；低速转动发动机；微动 动词inch的现在分词形式.

304 India 2 ['indiə] n.印度（南亚国家）

305 innovative 1 adj.革新的，创新的；新颖的；有创新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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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internationa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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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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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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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investing 1 [ɪnvestɪŋ] n. 投资 动词invest的现在分词形式.

310 investment 1 [in'vestmənt] n.投资；投入；封锁

311 is 1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312 isa 2 ['aɪsə] abbr. 工业标准结构(=Industry Standard Architecture) abbr. 美国仪器学会(=Instrument Society of America) abbr. 国际标准
协会(=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ssociation)

313 it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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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items 2 ['aɪtəm] n. 项目；条款；一件商品（或物品）；一则或一条新闻 adv. 也

315 its 7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316 jack 1 [dʒæk] n.千斤顶；[电]插座；男人 vt.增加；提醒；抬起；用千斤顶顶起某物 adj.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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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jelly 1 ['dʒeli] n.果冻；胶状物 vi.成胶状 vt.使结冻 n.(Jelly)人名；(英)杰利；(俄)叶利

319 Johnson 4 ['dʒɔnsən] n.约翰逊（姓氏）

320 joining 1 ['dʒɔiniŋ] n.连接；接缝；连接物

321 josh 1 [dʒɔʃ] vi.戏弄 vt.戏弄 n.玩笑 n.(Josh)人名；(英、印、巴基)乔希(男子教名Josiah的简称)

322 July 1 [dʒʊˈlaɪ] n.七月

323 ju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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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justify 1 ['dʒʌstifai] vi.证明合法；整理版面 vt.证明…是正当的；替…辩护

325 Kansas 1 ['kænzəs] n.堪萨斯州（美国州名）

326 kroger 2 n.克罗格（美国跨国公司名）

327 land 1 [lænd] n.国土；陆地；地面 vt.使…登陆；使…陷于；将…卸下 vi.登陆；到达 n.(Land)人名；(英、德、葡、瑞典)兰德

328 landed 1 ['lændid] adj.拥有土地的；陆地上的 v.登陆，登岸（land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

329 lander 1 ['lændə] n.着陆器；出铁槽；把钩工人 n.(Lander)人名；(丹)兰诺；(德、俄、西、捷、瑞典)兰德尔；(英)兰德

330 landfills 4 ['lændfɪl] n. 垃圾填埋地；垃圾填埋法 vt. 在垃圾填埋地上处理

331 landing 1 ['lændiŋ] n.登陆；码头；楼梯平台 v.登陆（land的ing形式） n.(Landing)人名；(冈、瑞典、塞内)兰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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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later 2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334 launch 2 [lɔ:ntʃ, lɑ:ntʃ] vt.发射（导弹、火箭等）；发起，发动；使…下水 vi.开始；下水；起飞 n.发射；发行，投放市场；下
水；汽艇

335 launched 3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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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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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lifting 1 ['liftiŋ] adj.举起的，起重的 n.举起，起重；提高，上升 v.举起，抬起（lift的ing形式）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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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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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list 1 [list] n.[计]列表；清单；目录 vi.列于表上 vt.列出；记入名单内 n.(List)人名；(匈)李斯特；(英、德、法、西、捷)利斯特

342 listed 1 ['listid] adj.列出的；表列的；已登录的 v.列出；登记（list的过去分词）

343 litt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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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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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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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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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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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locations 1 英 [ləʊ'keʃəns] 美 [loʊ'keʃəns] n. 地点；位置；定位 名词location的复数形式.

349 locker 1 ['lɔkə] n.柜，箱；上锁的人；有锁的橱柜；锁扣装置；有锁的存物柜 n.(Locker)人名；(英、德、法)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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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longest 1 ['lɔŋgist, 'lɔ:ŋ-] adj.最长的 n.(Longest)人名；(英)朗格斯特

351 look 1 [luk] vt.看；期待；注意；面向；看上去像 vi.看；看起来；注意；面向 n.看；样子；面容 n.(Look)人名；(瑞典)洛克；
(英)卢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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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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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lot 2 n.份额；许多；命运；阄 adv.（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很，非常；（与动词连用）非常 pron.大量，许多 vt.分组，把…划
分（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355 lunar 3 ['lju:nə] adj.月亮的，月球的；阴历的；银的；微亮的 n.(Lunar)人名；(西)卢纳尔

356 major 1 ['meidʒə] adj.主要的；重要的；主修的；较多的 n.[人类]成年人；主修科目；陆军少校 vi.主修 n.(Major)人名；(西)马霍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357 make 2 [meik] vt.使得；进行；布置，准备，整理；制造；认为；获得；形成；安排；引起；构成 vi.开始；前进；增大；被制
造 n.制造；构造；性情 n.(Make)人名；(塞、南非)马克

358 ma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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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 marked 1 [mɑ:kt] adj.显著的；有记号的 v.表示（mark的过去分词）；作记号；打分数

360 markets 1 英 ['mɑːkɪt] 美 ['mɑ rːkɪt] n. 市场；集市 v. 销售；推销；买卖

361 marks 1 [ma:rks] n.标记，记号；唛头，分数；台面标志 n.(Marks)人名；(英、德、意、瑞典、西、捷)马克斯；(俄)马克思

362 Mars 3 [mɑ:z] n.战神；[天]火星

363 may 4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364 meantime 1 ['mi:n'taim] n.其时，其间 adv.同时；其间

365 meat 1 [mi:t] n.肉，肉类（食用）

366 meats 1 肉

367 men 1 ['fɔilzmən, men] n.男人，人类（man的复数） n.(Men)人名；(日)面(姓)；(葡)梅恩；(柬)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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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 milli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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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 minister 1 ['ministə] n.部长；大臣；牧师 vi.执行牧师职务；辅助或伺候某人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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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 mission 4 ['miʃən] n.使命，任务；代表团；布道 vt.派遣；向……传教

373 missions 2 ['mɪʃn] n. 使命；代表团；任务；布道

374 mixing 1 ['mɪksɪŋ] n. 混合；混频 动词mix的现在分词.

375 moldy 1 ['məuldi] adj.发霉的；乏味的；陈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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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 moon 6 [mu:n] n.月亮；月球；月光；卫星 vi.闲荡；出神 vt.虚度 n.(Moon)人名；(瑞典)莫恩；(柬)蒙；(英)穆恩；(缅)孟

378 mo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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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 most 3 [məust] adv.最；非常，极其；最多；几乎 adj.大部分的，多数的；最多的 n.大部分，大多数 n.(Most)人名；(德、俄、
法、芬、捷、英)莫斯特

380 motto 1 ['mɔtəu] n.座右铭，格言；箴言 n.(Motto)人名；(英)莫托；(意、西)莫托

381 movie 1 ['mu:vi] n.电影；电影院；电影业 adj.电影的

382 moving 1 ['mu:viŋ] adj.移动的；动人的；活动的 v.移动（move的ing形式）

383 muc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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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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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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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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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389 new 6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390 nex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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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 Nicholas 1 ['nikələs] n.尼古拉斯（男子名）

392 nipping 1 ['nipiŋ] adj.锋利的；刺骨的；尖酸刻薄的 v.夹紧；阻止…的成长；造成冻伤（nip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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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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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 noses 1 英 [nəʊzɪz] 美 [noʊzɪz] n. 鼻子 名词nos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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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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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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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 of 3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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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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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 Ohio 1 [əu'haiəu] n.俄亥俄州（美国一个州）

402 old 1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403 oldest 2 ['əuldist] adj.最老的（old的最高级）；最旧的

404 O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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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 on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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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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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 onward 1 ['ɔnwəd] adj.向前的；前进的 adv.向前；在前面

408 op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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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 opened 1 v.打开，开启（open过去分词形式） adj.开的

410 opponents 1 [ə'pəʊnənts] 对手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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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orbiting 1 ['ɔː bɪtɪŋ] n. 轨道运行；旋转运动；转圈 动词orbit的现在分词.

413 organizations 1 [ˌɔː ɡənaɪ'zeɪʃnz] n. 组织机构（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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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 our 4 ['auə, ɑ:] pron.我们的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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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 outcomes 1 n. 产出，结果，成果（名词outcome的复数形式）

418 outpaced 1 [ˌaʊt'peɪs] v. 超过 ... 速度；超过

419 o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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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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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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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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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 partly 1 ['pɑ:tli] adv.部分地；在一定程度上

424 partners 1 英 ['pɑ tːnə(r)] 美 ['pɑ rːtnər] n. 伙伴；搭档；伴侣；合伙人 v. 同 ... 合作；做 ... 的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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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 past 2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427 Pennsylvania 1 [,pensil'veinjə] n.宾夕法尼亚州（美国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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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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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 perfectly 1 ['pə:fiktli] adv.完美地；完全地；无瑕疵地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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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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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 picked 1 ['pikid, pikt] adj.采摘的；精选的 v.挑选；采摘（pick的过去式）

434 pigg 1 [pɪg] n. 猪；猪肉；贪婪的人 v. 生小猪；贪婪地吃

435 pivot 1 ['pivət] n.枢轴；中心点；旋转运动 vt.以…为中心旋转；把…置于枢轴上 vi.在枢轴上转动；随…转移 adj.枢轴的；关键的
n.(Pivot)人名；(德)皮福特；(法)皮沃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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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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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planet 1 ['plænit] n.行星 n.(Planet)人名；(法)普拉内；(西、葡)普拉内特

438 planets 1 [p'lænɪts] 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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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 plans 2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441 pla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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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 player 1 n.运动员，比赛者；游戏者，做游戏的人；演奏者，表演者；演员；播放器

443 potent 1 ['pəutənt] adj.有效的；强有力的，有权势的；有说服力的

444 pounds 2 [paʊnd] n. 磅；英镑 n. （汽车）扣押所；宠物收留所 vt. 捣碎；敲打；连续猛击 vi. 咚咚地走；怦怦地响

445 prefer 1 [pri'fə:] vt.更喜欢；宁愿；提出；提升 vi.喜欢；愿意

446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447 prevent 1 [pri'vent, pri:-] vt.预防，防止；阻止 vi.妨碍，阻止

448 prime 1 [praim] adj.主要的；最好的；基本的 adv.极好地 n.初期；青年；精华；全盛时期 vt.使准备好；填装 vi.作准备 n.(Prime)
人名；(英)普赖姆；(德)普里梅

449 private 1 adj.私人的，私有的；私立的；私营的 adj.私下的，不公开的，秘密的 adj.（场所）清静的；（人）不愿吐露心思
的，内向的 adj.无官职的 n.列兵；二等兵

450 privately 1 ['praivitli] adv.私下地；秘密地

451 probe 1 [prəub] n.探针；调查 vi.调查；探测 vt.探查；用探针探测 n.(Probe)人名；(法)普罗布

452 probes 1 英 [prəʊb] 美 [proʊb] n. 调查；查究；探针；探测器 v. 用探针测；探测；详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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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 problems 2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455 produce 2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456 product 1 ['prɔdəkt, -ʌkt] n.产品；结果；[数]乘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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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 progra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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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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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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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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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 putting 2 ['putiŋ] n.投掷；（高尔夫球）打球入洞 v.放置（put的ing形式）；轻击球；使球入洞的轻击（putt的ing形式）

463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464 quite 1 [kwait] adv.很；相当；完全

465 quote 1 [kwəut, kəut] vt.报价；引述；举证 vi.报价；引用；引证 n.引用

466 race 4 n.属，种；种族，人种；家庭，门第；赛事，赛跑 vt.使参加比赛；和…竞赛；使急走，使全速行进 vi.比速度，参加竞
赛；全速行进 n.(Race)人名；(英)雷斯；(塞)拉采

467 rates 1 [reɪt] n. 比率；速度；价格；费用；等级 v. 认为；估价；定等级；值得；怒斥；责骂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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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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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 reached 1 到达

471 reaching 1 [riː tʃ] v. 到达；伸出；达成；取得联系；延伸；（伸手）去够 n. 范围；影响力；河段；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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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 recently 2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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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 r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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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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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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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 regularly 1 ['regjələli] adv.定期地；有规律地；整齐地；匀称地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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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 request 1 [ri'kwest] n.请求；需要 vt.要求，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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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 restaurants 1 餐馆

482 returned 1 [ri'tə:nd] adj.回国的；归来的；被送回的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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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 rival 1 ['raivəl] n.对手；竞争者 vt.与…竞争；比得上某人 vi.竞争 adj.竞争的 n.(Rival)人名；(英、法、西)里瓦尔

485 roasting 1 ['rəustiŋ] adj.烤肉用的；灼热的 n.烧烤 adv.炙热地 v.烤，烘；煅烧（roast的ing形式）；使变暖

486 robotic 1 [rəu'bɔtik] adj.机器人的，像机器人的；自动的 n.机器人学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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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 rocketed 1 ['rɒkɪtɪd] adj. 借火箭起动的(火箭助推的；利用火箭运载的)

489 rots 1 英 [rɒt] 美 [rɑ tː] n. 腐烂；腐蚀；败坏；胡话 v. 腐烂；使 ... 枯朽；消瘦

490 rover 1 ['rəuvə] n.漫游者；流浪者；漂泊者 n.(Rover)人名；(英)罗弗；(意)罗韦尔

491 rovers 1 n. 巡游者；海上掠夺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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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 Russia 4 ['rʌʃə] n.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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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 safeway 1 西夫韦（连锁超市）；喜互惠（连锁超市）

496 sa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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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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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 satellite 4 ['sætəlait] n.卫星；人造卫星；随从；卫星国家

499 saved 1 ['seɪvd] adj. 保存了的；获救的 v. 救；节省；保存（动词s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500 saving 1 ['seiviŋ] n.节约；挽救；存款 adj.节约的；挽救的；补偿的；保留的 prep.考虑到；除...之外 n.(Saving)人名；(瑞典)萨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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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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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 s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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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 says 4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505 scaling 1 ['skeiliŋ] n.缩放比例；刮治术，[口腔]刮牙术；鳞片排列 v.剥落；刮鳞；生水垢（scal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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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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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 scientific 1 [,saiən'tifik] adj.科学的，系统的

509 seafood 1 ['si:fud] n.海鲜；海味；海产食品

510 seasonal 1 ['si:zənəl] adj.季节的；周期性的；依照季节的

511 seco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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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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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 see 5 vt.看见；理解；领会；觉察；拜访 vi.看；看见；领会 n.(See)人名；(英)西伊；(柬)塞；(德)泽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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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 sell 6 [sel] vt.销售；推销；出卖；欺骗 vi.卖；出售；受欢迎；有销路 n.销售；失望；推销术 n.(Sell)人名；(德)泽尔；(英、芬、
瑞典)塞尔

516 sells 1 [sel] v. 出售；卖

517 senator 1 ['senətə] n.参议员；（古罗马的）元老院议员；评议员，理事 n.(Senator)人名；(瑞典、斯威)塞纳托尔

518 send 1 [send] vt.发送，寄；派遣；使进入；发射 vi.派人；寄信 n.上升运动 n.(Send)人名；(德)森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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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 set 1 [set] n.[数]集合；一套；布景；[机]装置 vt.树立；点燃；点缀； vi.(日,月)落沉；凝固；结果 adj.固定的；规定的；固执的
n.(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521 several 2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522 shooting 1 ['ʃu:tiŋ] n.射击；打猎；摄影；射门 v.射击（shoot的ing形式）

523 shoppers 2 n.购物者（shopper复数）

524 show 1 [ʃəu] vt.显示；说明；演出；展出 vi.显示；说明；指示 n.显示；表演；炫耀 n.(Show)人名；(中)邵(普通话·威妥玛)；(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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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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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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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 s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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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 Soares 3 n.(Soares)人名；(英)索尔斯；(葡)苏亚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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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 solar 1 ['səulə] adj.太阳的；日光的；利用太阳光的；与太阳相关的 n.日光浴室 n.(Solar)人名；(法、英、意、西、塞、捷)索拉尔

531 sold 1 [səuld] v.卖，销售（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old)人名；(瑞典)索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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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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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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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 soon 2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536 sounds 1 ['saʊndz] n. 声音，响声（名词sound的复数形式） v. 听起来；感觉起来；发出声音；发音（动词sound的第三人称单数
形式）

537 soviet 2 ['sauviət, 'sɔ-] adj.苏联的；苏维埃的；委员会的 n.苏维埃（代表会议）；委员会；代表会议

538 space 29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539 spent 1 [spent] adj.耗尽了的；精疲力尽的 v.花费（spend的过去分词）；浪费；耗费

540 stand 1 [stænd] vi.站立；位于；停滞 vt.使站立；忍受；抵抗 n.站立；立场；看台；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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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 States 3 n.州，国家（state的复数形式） vt.声明（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陈述

543 station 4 n.车站；驻地；地位；身份 vt.配置；安置；驻扎

544 step 2 [step] n.步，脚步；步骤；步伐；梯级 vi.踏，踩；走 vt.走，迈步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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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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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 store 6 [stɔ:] n.商店；储备，贮藏；仓库 vt.贮藏，储存 n.(Store)人名；(德)施托雷

548 stores 5 [s'tɔː z]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

549 sto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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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 successfully 1 [sək'sesfəli] adv.成功地；顺利地

551 supermarket 1 ['sju:pə,mɑ:kit] n.超级市场；自助售货商店

552 supermarkets 1 ['suːpəmɑːkɪts] 超市

553 supply 1 [sə'plai] n.供给，补给；供应品 vt.供给，提供；补充 vi.供给；替代

554 supporters 1 [sə'pɔː təz] n. 支持者；载体

555 surf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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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 surpass 1 [sə'pɑ:s, -'pæs] vt.超越；胜过，优于；非…所能办到或理解

557 suzanne 1 [su:'zæn] n. 苏珊娜（女子名）

558 sweeter 1 [s'wiː tər] 全景分析器

559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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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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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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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3 taxpayer 1 ['tæks,peiə] n.纳税人；所收租金只够支付地产税的建筑物

564 teaches 1 ['tiː tʃɪz] v. 教；教导；教授；教训（动词teach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565 technologies 1 英 [tek'nɒlədʒi] 美 [tek'nɑ lːədʒi] n. 技术；工艺；工艺学

566 TENS 1 十位

567 th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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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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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8 thank 1 [θæŋk] vt.感谢 n.感谢 int.谢谢

569 tha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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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 the 10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571 thei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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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 them 4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573 then 2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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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576 they 6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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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 third 1 [θə:d] num.第三；三分之一 adj.第三的；三分之一的

579 thi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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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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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 though 2 [ðəu] adv.可是，虽然；不过；然而 conj.虽然；尽管 prep.但

583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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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 through 3 [θru:] prep.通过；穿过；凭借 adv.彻底；从头至尾 adj.直达的；过境的；完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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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 thrown 3 [θrəun, 'θrəun] v.抛（throw的过去分词）；扔掉

588 throws 1 英 [θrəʊz] 美 [θroʊz] n. 曲拐 名词throw的复数形式.

589 thru 1 [θru:] prep.经过 adv.穿越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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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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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 to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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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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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4 together 3 [tə'geðə] adv.一起；同时；相互；连续地；总共 adj.新潮的；情绪稳定的，做事有效率的

595 tons 1 [tʌnz] ad. [口]极其；非常

596 too 2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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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8 touch 2 [tʌtʃ] vt.接触；触动；使轻度受害 vi.触摸；涉及；接近；提到 n.接触；触觉；格调；少许 n.(Touch)人名；(柬)杜；(英)
陶奇

599 towards 3 [tə'wɔ:dz, tu-, 'təuədz, twɔ:dz] prep.朝，向；对于；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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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 trapping 1 ['træpɪŋ] n. 诱捕 （复数）trappings: 装饰物； 象征的符号. 动词trap的现在分词.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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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 trivia 1 ['triviə] n.琐事

604 truly 1 ['tru:li] adv.真实地，不假；真诚地 n.(Truly)人名；(英)特鲁利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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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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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 twice 1 [twais] adv.两次；两倍

608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609 typically 1 ['tipikəli] adv.代表性地；作为特色地

610 UAE 1 abbr.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nited Arab Emirates)

611 ugly 1 ['ʌgli] adj.丑陋的；邪恶的；令人厌恶的

612 unfold 1 [,ʌn'fəuld] vt.打开；呈现 vi.展开；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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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unidentified 8 adj.未经确认的；未辨别出的，身份不明的

614 union 2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615 united 4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616 unmanned 1 [,ʌn'mænd] adj.无人的；无人操纵的；被阉割的 v.使失去男子气质（unm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617 unsold 1 [,ʌn'səuld] adj.[贸易]未售出的，卖剩的

618 unsurprisingly 1 adv.不出所料的；不出奇的；意料中的

619 u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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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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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 upward 1 ['ʌpwəd] adj.向上的；上升的 adv.向上

622 us 2 pron.我们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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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 users 1 ['juːzəs] n.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

625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626 USSR 1 英 [ˌjuːeses'ɑ (ːr)] 美 [ˌjuːeses'ɑ rː] abbr. 苏联（=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627 variety 1 [英 [və̍ raɪəti] 美 [vəˈraɪɪti] n.多样；种类；杂耍；变化，多样化

628 ve 1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629 vegetables 1 ['vedʒɪtəblz] 蔬菜,vegetable的复数形式

630 veggies 1 ['veɡɪz] vegetables 蔬菜

631 video 4 ['vidiəu] n.[电子]视频；录像，录像机；电视 adj.视频的；录像的；电视的 v.录制

632 village 1 ['vilidʒ] n.村庄；村民；（动物的）群落

633 wa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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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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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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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6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637 was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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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 w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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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 w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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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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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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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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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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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 when 4 conj.考虑到；既然；当…时；在…时；如果 adv.什么时候，何时；（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在那时；其时；当时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645 whenever 1 [hwen'evə, hwən-] conj.每当；无论何时 adv.不论何时；随便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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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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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 which 3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649 who 3 pron.谁；什么人

650 whole 1 [həul] adj.完整的；纯粹的 n.整体；全部

651 wiggly 1 ['wigli] adj.扭动的；左右摇摆的；起波的；蠕动的

652 will 3 [wɪl] n.意志；决心；情感；遗嘱；意图；心愿 vt.决心要；遗赠；用意志力使 vi.愿意；下决心 aux.将；愿意；必须

653 willing 1 ['wiliŋ] adj.乐意的；自愿的；心甘情愿的 v.决心；用意志力驱使；将（财产等）遗赠某人（will的现在分词） n.(Willing)
人名；(德、芬、瑞典)维林；(英)威林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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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5 winfield 2 ['winfi:ld] n.温菲尔德（男子名）

656 with 8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听力特快 www.listeningexpress.com

http://www.listeningexpress.com/


657 woman 2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658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59 work 3 n.工作；[物]功；产品；操作；职业；行为；事业；工厂；著作；文学、音乐或艺术作品 vt.使工作；操作；经营；使缓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660 worke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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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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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2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663 worlds 1 n.世界( world的名词复数 ); 人世; 世间; 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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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 worthwhile 1 ['wə:θ'hwail] adj.值得做的，值得花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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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 year 6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668 years 5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669 yes 1 [jes] adv.是,是的 n.是（表示肯定）

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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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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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2 young 1 [jʌŋ] adj.年轻的；初期的；没有经验的 n.年轻人；（动物的）崽，仔 n.(Young)人名；(中)杨(广东话·威妥玛)；(柬)永；
(英、葡)扬

673 yourself 1 [jɔ:'self, juə-, jə-] pron.你自己

674 yuri 1 n. 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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