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nn10 2021-12-15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6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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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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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of 39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in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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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it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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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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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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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is 1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0 you 18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11 freshwater 14 ['freʃ'wɔ:tə] adj.淡水的；无经验的 n.淡水；内河；湖水 n.(Freshwater)人名；(英)弗雷什沃特

12 O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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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they 1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4 w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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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so 10 ['səu, 弱 sə] adv.如此，这么；确是如此 conj.所以；因此 pron.这样 n.(So)人名；(柬)索

16 with 10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7 al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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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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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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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our 9 ['auə, ɑ:] pron.我们的

21 thi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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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your 9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23 could 8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24 do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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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tak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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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thei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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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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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flaw 7 n.瑕疵，缺点；一阵狂风；短暂的风暴；裂缝，裂纹 v.使生裂缝，使有裂纹；使无效；使有缺陷 vi.生裂缝；变的有缺陷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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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hackers 7 ['hækərz] 黑客

31 if 7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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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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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Shelton 7 ['ʃeltən] n.谢尔顿（男子名）；谢尔顿（美国康涅狄格州西南部城市）

35 software 7 ['sɔftwεə, 'sɔ:-] n.软件

36 them 7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37 world 7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8 abou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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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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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an 6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40 been 6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41 bu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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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b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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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computer 6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44 lake 6 [leik] n.湖；深红色颜料；胭脂红 vt.（使）血球溶解 vi.（使）血球溶解 n.(Lake)人名；(德、塞、瑞典)拉克；(英)莱克

45 log 6 vi.伐木 vt.切；伐木；航行 n.记录；航行日志；原木

46 mos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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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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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south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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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these 6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50 Africa 5 ['æfrikə] n.非洲

51 cnn 5 [ˌsiː en'en] abbr. 美国有线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

52 ecosystems 5 生态系统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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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hav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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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here 5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56 jus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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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las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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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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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security 5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60 s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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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wate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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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were 5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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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check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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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Christmas 4 n.圣诞节；圣诞节期间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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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fis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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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its 4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69 lights 4 [laits] n.灯光（light的复数）；（供食用的）家畜的肺脏 v.点亮（light的三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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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mak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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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password 4 ['pɑ:swə:d, 'pæs-] n.密码；口令

73 re 4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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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show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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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species 4 ['spi:ʃi:z, -si:z] n.[生物]物种；种类 adj.物种上的

77 technology 4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78 unidentified 4 adj.未经确认的；未辨别出的，身份不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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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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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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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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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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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year 4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84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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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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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bi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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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biologist 3 [bai'ɔlədʒist] n.生物学家

88 bit 3 n.[计]比特（二进位制信息单位）；少量；马嚼子；辅币；老一套；一点，一块 vt.控制 adj.很小的；微不足道的 adv.有点
儿；相当 vt.咬（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9 bug 3 [bʌg] n.臭虫，小虫；故障；窃听器 vt.烦扰，打扰；装窃听器 vi.装置窃听器；打扰

90 Carl 3 [kɑ:l] n.卡尔（男名）

91 companies 3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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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down 3 [daun] adv.向下，下去；在下面 adj.向下的 n.软毛，绒毛；[地质]开阔的高地 prep.沿着，往下 vt.打倒，击败 vi.下降；下
去 n.(Down)人名；(英)唐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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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female 3 ['fi:meil] adj.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n.女人；[动]雌性动物

96 get 3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97 goo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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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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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happy 3 ['hæpi] adj.幸福的；高兴的；巧妙的 n.(Happy)人名；(英、瑞典、喀)哈皮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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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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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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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less 3 [les] adv.较少地；较小地；更小地 adj.较少的；较小的 prep.减去 n.较少；较小 n.(Less)人名；(德、意、匈、芬)莱斯

104 li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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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lo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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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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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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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poi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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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possible 3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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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share 3 [ʃεə] vt.分享，分担；分配 vi.共享；分担 n.份额；股份 n.(Share)人名；(阿拉伯)沙雷

112 tak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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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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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us 3 pron.我们

115 use 3 [ju:z] n.使用；用途；发挥 vt.利用；耗费 vi.使用，运用 n.(Use)人名；(德)乌泽

116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17 Zara 3 ['zɑ:rɑ:; 'dzɑ:-] n.扎拉（南斯拉夫西部港市扎达尔）；西班牙一品牌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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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accord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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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advantage 2 [əd'vɑ:ntidʒ, əd'væn-] n.优势；利益；有利条件 vi.获利 vt.有利于；使处于优势

121 affected 2 [ə'fektid] adj.受到影响的；做作的；假装的 vt.影响；假装；使…感动（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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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after 2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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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alien 2 ['eiljən] adj.外国的；相异的，性质不同的；不相容的 n.外国人，外侨；外星人 vt.让渡，转让 n.(Alien)人名；(法)阿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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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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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around 2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128 arteries 2 ['ɑ tːərɪz] n. 动脉 名词artery的复数形式.

129 bac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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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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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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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Belgium 2 ['beldʒəm] n.比利时（西欧国家，首都布鲁塞尔Brussels）

134 Bellevue 2 ['belvju:] n.贝尔维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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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break 2 vi.打破；折断；弄坏；削弱 vt.（使）破；打破（纪录）；（常指好天气）突变；开始 vi.（嗓音）突变；突破；破
晓；（价格）突然下跌 n.破裂；间断；（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改变；间歇

137 bringing 2 [briŋ] v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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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broke 2 [brəuk] adj.一文不名的，破产的 v.打破，断掉（break的过去式） n.(Broke)人名；(英)布罗克

139 change 2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140 clean 2 [kli:n] adj.清洁的，干净的；清白的 vt.使干净 vi.打扫，清扫 adv.完全地 n.打扫 n.(Clean)人名；(英)克林

141 cnet 2 n. 通信网络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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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devices 2 [dɪ'vaɪsɪz] n. 设备

144 different 2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145 display 2 [,dis'plei] n.显示；炫耀 vt.显示；表现；陈列 vi.[动]作炫耀行为 adj.展览的；陈列用的

146 eight 2 [eit] num.八；八个；第八 adj.八的 n.八字形

147 et 2 [i:ti:] conj.（拉丁语）和（等于and）

148 even 2 ['i:vən] adj.[数]偶数的；平坦的；相等的 adv.甚至；即使；还；实际上 vt.使平坦；使相等 vi.变平；变得可比较；成为相
等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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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files 2 [faɪlz] n. [计算机] DOS命令 : 设置允许同时打开的最多文件数 名词file的复数形式.

151 fir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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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fix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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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forests 2 英 ['fɒrɪst] 美 ['fɔː rɪst] n. 森林；林火 vt. (用树林)覆盖；置于(树林中)

154 game 2 [geim] n.游戏；比赛 adj.勇敢的 vi.赌博 n.(Game)人名；(英)盖姆；(法)加姆；(西)加梅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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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grou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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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hands 2 n.[解剖]手（hand的复数） v.给，传递（hand的单三形式） n.(Hands)人名；(英)汉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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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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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healthy 2 ['helθi] adj.健康的，健全的；有益于健康的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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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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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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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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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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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industry 2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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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January 2 ['dʒænjuəri] n.一月

168 jeremy 2 ['dʒerimi] n.杰里米（男子名）

169 know 2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170 life 2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71 li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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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ll 2 abbr.陆上通信线（LandLines）；下限（LowerLimit）；低电平（LowLevel）

173 loo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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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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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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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Mountains 2 ['mauntins] n.山脉；[地理]山区；山岳（mountain的复数）

177 natural 2 ['nætʃərəl] adj.自然的；物质的；天生的；不做作的 n.自然的事情；白痴；本位音 n.(Natural)人名；(西)纳图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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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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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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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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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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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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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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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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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pollution 2 [pə:'lju:ʃən] n.污染 污染物

188 popular 2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189 protect 2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190 p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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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quickly 2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192 resource 2 [ri'sɔ:s, -'zɔ:s, 'ri:s-, 'ri:z-] n.资源，财力；办法；智谋

193 runn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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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Russia 2 ['rʌʃə] n.俄罗斯

195 said 2 adj.上述的，该 v.说（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aid)人名；(西、塞、哈萨克、乌兹、吉尔、塔吉、土库、阿塞、阿
拉伯)赛义德

196 se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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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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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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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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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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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there 2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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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threats 2 [θret] n. 威胁；恐吓；凶兆

204 ti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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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took 2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206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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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users 2 ['juːzəs] n.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

208 wh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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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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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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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whi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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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w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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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won 2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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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accessing 1 ['æksesɪŋ] n. 访问 动词access的现在分词形式.

216 accounts 1 [ə'kaʊnts] n. 帐目；叙述；账户；客户，用户 名词accoun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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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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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activist 1 ['æktivist] n.积极分子；激进主义分子

220 actor 1 ['æktə] n.男演员；行动者；作用物

221 actually 1 adv.实际上；事实上

222 adventure 1 [əd'ventʃə, æd-] n.冒险；冒险精神；投机活动 vt.冒险；大胆说出 vi.冒险

223 affect 1 [ə'fekt, 'æfekt] vt.影响；感染；感动；假装 vi.倾向；喜欢 n.情感；引起感情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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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a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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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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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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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229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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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amazon 1 ['æməzɔn] 亚马逊；古希腊女战士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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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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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Antarctica 1 [ænt'ɑ:ktikə] n.南极洲

235 anti 1 ['ænti, -tai] adj.反对的 n.反对者，反对论者 n.(Anti)人名；(意)安蒂；(阿拉伯)安提

236 anyway 1 ['eniwei]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总之

237 apple 1 n.苹果，苹果树，苹果似的东西；[美俚]炸弹，手榴弹，（棒球的）球；[美俚]人，家伙。

238 applications 1 [æplɪ'keɪʃəns] n. 申请书；应用程序 名词applica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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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Asia 1 ['eiʃə] n.亚洲

241 atmosphere 1 n.气氛；大气；空气

242 attackers 1 n.攻击者( attacker的名词复数 ); 进攻者; 抨击者; （球类比赛的）攻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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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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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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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audience 1 [ˈɔː diəns] n.观众；听众；读者；接见；正式会见；拜会

247 August 1 ['ɔː gəst] adj.威严的；令人敬畏的 n.八月（简写为Aug） n.(August)人名；(法、葡、西、俄、罗、英、德、瑞典、挪)奥
古斯特

248 aware 1 [ə'wεə] adj.意识到的；知道的；有…方面知识的；懂世故的 n.(Aware)人名；(阿拉伯、索)阿瓦雷

249 backup 1 ['bækʌp] n.支持；后援；阻塞 adj.支持的；候补的 vt.做备份

250 baikal 1 [bai'ka:l] n.贝加尔湖

251 beautiful 1 ['bju:tiful] adj.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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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became 1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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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behave 1 [bi'heiv] vi.表现；（机器等）运转；举止端正；（事物）起某种作用 vt.使守规矩；使表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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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better 1 [betə] n.长辈；较好者；打赌的人（等于bettor） adv.更好的；更多的；较大程度地 adj.较好的 vt.改善；胜过 vi.变得较
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257 biggest 1 [bɪgɪst] adj. 最大的

258 bill 1 [bil] n.[法]法案；广告；账单；[金融]票据；钞票；清单 vt.宣布；开账单；用海报宣传

259 biodiversity 1 [,baiəudai'və:səti] n.生物多样性

260 bitlocker 1 n.驱动器加密; 磁盘加密

261 blessing 1 ['blesiŋ] n.祝福；赐福；祷告 v.使幸福（bless的ing形式）；使神圣化；为…祈神赐福 n.(Blessing)人名；(英、德)布莱
辛

262 br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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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brushing 1 ['brʌʃiŋ] adj.擦拭的；疾驰的 n.刷净；干扰；创面电灼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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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businesses 1 ['bɪznəsɪz] n. 店铺，商行（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

266 camera 1 ['kæmərə] n.照相机；摄影机 n.(Camera)人名；(英、意、西)卡梅拉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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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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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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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caught 1 [kɔ:t] v.捕捉（catch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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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celebrated 1 ['selibreitid] adj.著名的；有名望的 v.庆祝（celeb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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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challenge 1 n.挑战；怀疑 vt.向…挑战；对…质疑

275 chance 1 [tʃɑ:ns, tʃæns] n.机会，际遇；运气，侥幸；可能性 vt.偶然发生；冒……的险 vi.碰巧；偶然被发现 n.(Chance)人名；(英)
钱斯

276 charities 1 ['tʃærəti] n. 慈善；宽厚；慈善机关(团体)；仁慈

277 circuit 1 ['sə:kit] n.[电子]电路，回路；巡回；一圈；环道 vi.环行 vt.绕回…环行

278 Claus 1 [klaus] n.克劳斯（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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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code 1 [kəud] n.代码，密码；编码；法典 vt.编码；制成法典 vi.指定遗传密码 n.(Code)人名；(英、法、西)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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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combined 1 [kəm'baind] adj.结合的；[数]组合的 v.使结合；联合（combine的过去分词）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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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community 1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285 completed 1 [kəm'pliː tɪd] adj. 已完成的 v. 完成（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86 complicated 1 ['kɔmplikeitid] adj.难懂的，复杂的

287 connected 1 [kə'nektid] adj.[计]连接的；有联系的；连贯的 v.连接（connect的过去式）

288 connecting 1 [kə'nektiŋ] n.连接；管接头，套管 adj.[计]连接的 v.连接（connect的ing形式）

289 connection 1 n.连接；关系；人脉；连接件

290 considered 1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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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cool 1 [ku:l] adj.凉爽的；冷静的；出色的 vt.使…冷却；使…平静下来 vi.变凉；平息 n.凉爽；凉爽的空气 adv.冷静地 n.(Cool)人
名；(法)科尔；(英)库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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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cords 1 [kɔː dz] n. 灯芯绒裤 名词cord的复数形式.

295 countless 1 ['kauntlis] adj.无数的；数不尽的

听力特快 www.listeningexpress.com

http://www.listeningexpress.com/


296 coup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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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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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covers 1 英 ['kʌvə(r)] 美 ['kʌvər] n. 封面；盖子；套子；表面 v. 覆盖；涉及；包含；掩护；给…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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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301 critical 1 ['kritikəl] adj.鉴定的；[核]临界的；批评的，爱挑剔的；危险的；决定性的；评论的

302 cybersecurity 1 n. 网络安全

303 dancer 1 ['dɑ:nsə] n.舞蹈家；舞蹈演员；舞女；跳舞者 n.(Dancer)人名；(英)丹瑟

304 dasher 1 ['dæʃə] n.猛冲者；搅拌装置；精力充沛的人；气宇轩昂的男子 n.(Dasher)人名；(英)达舍

305 days 1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306 December 1 [di'sembə] n.十二月

307 delays 1 [dɪ'leɪ] v. 耽搁；推迟；延误 n. 耽搁；延期；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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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dicaprio 1 迪卡普里奥

310 dioxide 1 [dai'ɔksaid] n.二氧化物

311 discovered 1 英 [dɪ'skʌvə(r)] 美 [dɪ'skʌvər] v. 发现；偶然撞见；发觉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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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donations 1 [dəʊ'neɪʃnz] 募捐

314 drinking 1 ['driŋkiŋ] n.喝，饮；喝酒 v.饮（drink的ing形式）；喝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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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eart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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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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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ecosystem 1 ['i:kəu,sistəm, 'ekəu-] n.生态系统

319 edge 1 [edʒ] n.边缘；优势；刀刃；锋利 vt.使锐利；将…开刃；给…加上边 vi.缓缓移动；侧着移动 n.(Edge)人名；(英)埃奇

320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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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encouraged 1 英 [ɪn'kʌrɪdʒd] 美 [ɪn'kɜ ɪːdʒd] adj. 被鼓励的 v. 鼓励；促进；支持（动词encour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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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encrypt 1 [in'kript] vt.将……译成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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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engineers 1 英 [ˌendʒɪ'nɪə(r)] 美 [ˌendʒɪ'nɪr] n. 工程师；机(械)师 vt. 设计；建造；策划

327 ensure 1 [in'ʃuə] vt.保证，确保；使安全

328 environments 1 [en'vaɪərənmənts] 环境

329 error 1 ['erə] n.误差；错误；过失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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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evolve 1 vt.发展；进化；使逐步形成；推断出 vi.发展，进展；进化；逐步形成

332 extension 1 [ik'stenʃən] n.延长；延期；扩大；伸展；电话分机

333 extraordinary 1 adj.非凡的；特别的；离奇的；特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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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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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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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farming 1 ['fɑ:miŋ] n.农业，耕作 v.耕种；出租（farm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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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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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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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figure 1 ['figə] n.数字；人物；图形；价格；（人的）体形；画像 vi.计算；出现；扮演角色 vt.计算；认为；描绘；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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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filled 1 [fild] adj.满的；装满的；加满的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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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firefighters 1 ['faɪə̩ faɪtəz] n. 消防员（firefighter的复数）

345 firm 1 ['fə:m] adj.坚定的；牢固的；严格的；结实的 vt.使坚定；使牢固 vi.变坚实；变稳固 adv.稳固地 n.公司；商号

346 fishes 1 n. 鱼 名词fish的复数形式. Fishes. n. 双鱼宫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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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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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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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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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foggiest 1 英 ['fɒɡi] 美 ['fɔː ɡi] adj. 有雾的

352 forged 1 ['fɔː dʒd] adj. 锻造的；伪造的 动词forg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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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forward 1 ['fɔ:wəd] adj.向前的；早的；迅速的 adv.向前地；向将来 vt.促进；转寄；运送 n.前锋 n.(Forward)人名；(英)福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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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functioning 1 ['fʌŋkʃəniŋ] n.运行，运作；[计]功能；机能；起酌（function的动名词） v.运行，起作用（function的现在分词形
式）

357 fuses 1 [fjuːz] n. 保险丝；导火线；引线 vt. 熔化；融合；装导线；装引信于 vi. 熔化；融合

358 gently 1 ['dʒentli] adv.轻轻地；温柔地，温和地

359 geology 1 [dʒi'ɔlədʒi] n.地质学；地质情况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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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g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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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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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 google 1 [gu:gl] 谷歌；谷歌搜索引擎

364 great 1 [greit] adj.伟大的，重大的；极好的，好的；主要的 n.大师；大人物；伟人们

365 Greenland 1 ['gri:nlənd] n.格陵兰（北美东北的一大岛名，属丹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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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 grow 1 [grəu] vi.发展；生长；渐渐变得… vt.使生长；种植；扩展 n.(Grow)人名；(英)格罗

368 guide 1 [gaid] n.指南；向导；入门书 vt.引导；带领；操纵 vi.担任向导 n.(Guide)人名；(法、葡)吉德

369 guys 1 [ɡaɪ] n. 家伙；(男)人 n. 拉索；牵索 vt. 嘲笑

370 habitat 1 ['hæbitæt] n.[生态]栖息地，产地 n.(Habitat)人名；(德)哈比塔特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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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 hanukah 1 ['hænʊkə] n. 光明节(犹太纪念节日之一) =Chanukah.

373 harder 1 [ha:də] adj.更难的；更努力的；更坚固的（hard的比较级） n.(Harder)人名；(英、德、瑞典)哈德

374 heavily 1 ['hevili] adv.沉重地；猛烈地；沉闷地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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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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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 higher 1 ['haiə(r)] adj.更高的，较高的（high的比较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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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 hoped 1 英 [həʊpt] 美 [hoʊpt] adj. 希望的；盼望的 动词hop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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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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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 huge 1 [hju:dʒ] adj.巨大的；庞大的；无限的 n.(Huge)人名；(英)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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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 ice 1 [[ais] n.冰；冰淇淋；矜持；（俚）钻石 vt.冰镇；结冰 vi.结冰 adj.冰的 n.(Ice)人名；(英)艾斯；(法)伊斯

385 images 1 ['ɪmɪdʒ] n. 印象；形象；影像；图像；肖像 vt. 反映；想像；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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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 incandescent 1 [,inkæn'desənt] adj.辉耀的；炽热的；发白热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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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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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 incredibly 1 [in'kredəbli] adv.难以置信地；非常地

390 indigenous 1 [in'didʒinəs] adj.本土的；土著的；国产的；固有的

391 individual 1 [,indi'vidjuəl, -dʒəl] adj.个人的；个别的；独特的 n.个人，个体

392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393 inspiring 1 [in'spaiəriŋ] adj.鼓舞人心的；灌输的；启发灵感的 v.鼓舞；激发；使感悟（inspire的ing形式）

394 Instagram 1 英 [ˌins'tægrəm] 美 [ˌɪns'tægrəm] n. 一款图片分享应用

395 interact 1 [,intə'rækt] vt.互相影响；互相作用 vi.互相影响；互相作用 n.幕间剧；幕间休息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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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 intimately 1 ['intimitli] adv.熟悉地；亲切地；私下地

398 invasive 1 [in'veisiv] adj.侵略性的；攻击性的

399 island 1 ['ailənd] n.岛；岛屿；安全岛；岛状物 adj.岛的 vt.孤立；使成岛状 n.(Island)人名；(英)艾兰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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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 keeps 1 ['kiː ps] n. 生计；要塞 名词keep的复数形式.

402 kept 1 [kept] adj.受人资助控制的 v.保持；维持；保管（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03 kinds 1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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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 Lakes 1 [leiks] n.[地理]湖泊，湖畔；[涂料]色淀 n.(Lakes)人名；(德)拉克斯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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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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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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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 latest 1 adv.最迟地；最后地 n.最新的事物 adj.最新的，最近的；最迟的，最后的

411 Leonardo 1 n.李奥纳多（姓氏）

412 le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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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lets 1 abbr.地方交易系统（LocalExchangeTradingSystem）

414 library 1 ['laibrəri] n.图书馆，藏书室；文库

415 light 1 n.光；光线；灯；打火机；领悟；浅色；天窗 adj.轻的；浅色的；明亮的；轻松的；容易的；清淡的 vi.点着；变亮；着
火 vt.照亮；点燃；着火 adv.轻地；清楚地；轻便地 n.(Light)人名；(英)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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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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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 linkedin 1 [lɪŋ'kiː dɪn] n. 关系网；通过介绍人机制来扩充人脉的社交网站。

419 lit 1 [lit] adj.照亮的，点着的（ligh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n.(Lit)人名；(瑞典)利特；(老)李

420 lives 1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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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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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 lock 1 [lɔk] vt.锁，锁上；隐藏 vi.锁；锁住；卡住 n.锁；水闸；刹车 n.(Lock)人名；(英、丹、德、瑞典)洛克

424 long 1 n.长时间；[语]长音节；（服装的）长尺寸；长裤 adj.长的；过长的；做多头的；长时间的；冗长的，长音 vi.渴望；热
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425 lose 1 [lu:z] vt.浪费；使沉溺于；使迷路；遗失；错过 vi.失败；受损失 n.(Lose)人名；(英)洛斯；(德)洛泽

426 makes 1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427 making 1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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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 man 1 [mæn] n.人；男人；人类；丈夫；雇工 vt.操纵；给…配置人员；使增强勇气；在…就位 n.(Man)人名；(俄)马恩；(英、
葡、意、罗、捷、尼、老、缅、柬)曼；(日)万(名)

430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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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maybe 1 ['meibi] adv.也许；可能；大概 n.可能性；不确定性

432 me 1 [mi:, 弱mi] pron.我（宾格） n.自我；极端自私的人；自我的一部分 n.(Me)人名；(日)马(姓)；(朝)袂；(阿拉伯、柬、老)梅

433 merry 1 ['meri] adj.愉快的；微醉的；嬉戏作乐的 n.甜樱桃 n.(Merry)人名；(英、法、西)梅里

434 messages 1 ['mesɪdʒɪz] n. 信息 名词message的复数形式.

435 Michigan 1 ['miʃigən] n.美国密歇根州；密歇根

436 microsoft 1 ['maikrəusɔft] n.微软公司（全球知名的PC软件主要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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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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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 Miles 1 [mailz] n.迈尔斯（男子名）

440 millions 1 ['mɪliənz] n. 数百万；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

441 minecraft 1 n. “我的世界”，“当个创世神”（一款沙盘独立视频游戏）

442 mint 1 n.薄荷；[金融]造币厂，巨款 vt.铸造，铸币 adj.完美的 n.(Mint)人名；(毛里塔)明特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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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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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 mountain 1 [ˈmauntin，ˈmaʊntən] n.山；山脉 n.(Mountain)人名；(英)芒廷

446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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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 Nebraska 1 [ni'bræskə] n.内布拉斯加州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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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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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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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 neighbors 1 ['neɪbɔː z] n. 邻居 名词neighbor的复数形式. =neighbours.

453 networks 1 英 ['netwɜːk] 美 ['netwɜ rːk] n. 网点；网络；网状系统；广播公司

454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455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456 night 1 [nait] n.夜晚，晚上；黑暗，黑夜 adj.夜晚的，夜间的

457 nights 1 [naits] n.夜；晚上（night的复数形式） adv.每晚；在夜间

458 oh 1 [əu] int.哦；哎呀（表示惊讶或恐惧等）

459 once 1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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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 opportunities 1 [ˌɒpə'tjuːnɪtɪs] npl. opportunity的复数形式，机会，时机

462 originally 1 [ə'ridʒənəli] adv.最初，起初；本来

463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464 ourselves 1 [,auə'selvz, ,ɑ:-] pron.我们自己；我们亲自

465 overuse 1 [,əuvə'ju:z, 'əuvə'ju:s] n.过度使用 vt.把…使用过度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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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 owner 1 ['əunə] n.[经]所有者；物主

468 p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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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 passport 1 ['pɑ:spɔ:t, 'pæs-] n.护照，通行证；手段

470 perform 1 [pə'fɔ:m] vt.执行；完成；演奏 vi.执行，机器运转；表演

471 phone 1 [fəun] n.电话；耳机，听筒 vt.打电话 vi.打电话 n.(Phone)人名；(老、缅)蓬

472 photographer 1 [fə'tɔgrəfə] n.摄影师；照相师

473 pilot 1 ['pailət] n.飞行员；领航员 adj.试点的 v.驾驶；领航；试用 n.(Pilot)人名；(意、印)皮洛特；(法)皮洛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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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 places 1 [pleɪsɪz] n. 地点，地方；位置；位数（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 v. 放置（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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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 plays 1 [pleɪ] v. 玩；比赛；（在运动队中）担当；派...出场；带；踢；击（球）；走（棋子）；出牌；演奏；播放；扮演；假
装；上演；发挥（作用）；应付；处理；掠过；浮现；使轻快地活动；（喷泉）喷涌；做游戏 n. 游戏；戏剧；比赛；发挥
作用；玩笑；间隙；闪烁；闪现

477 plug 1 [plʌg] n.插头；塞子；栓 vi.塞住；用插头将与电源接通 vt.插入；塞住；接插头

478 prancer 1 ['prɑ:sə, 'præ-] n.腾跃前进的人；舞蹈者；欢跃者

479 precious 1 ['preʃəs] adj.宝贵的；珍贵的；矫揉造作的 n.(Precious)人名；(英)普雷舍斯，普雷舍丝(女名)

480 prepare 1 [pri'pεə] vt.准备；使适合；装备；起草 vi.预备；做好思想准备

481 present 1 ['prezənt, pri'zent] vt.提出；介绍；呈现；赠送 vi.举枪瞄准 adj.现在的；出席的 n.现在；礼物；瞄准

482 preserve 1 vt.保存；保护；维持；腌；禁猎 n.保护区；禁猎地；加工成的食品；（某人或群体的）专门活动

483 pressure 1 ['preʃə] n.压力；压迫，[物]压强 vt.迫使；密封；使……增压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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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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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 probably 1 ['prɔbəbli] adv.大概；或许；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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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 programs 1 [p'rəʊɡræmz] n. 程序；节目；课程（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

489 progress 1 ['prəugres, 'prɔ-, prəu'gres] n.进步，发展；前进 vi.前进，进步；进行 n.(Progress)人名；(赞)普罗格雷斯

490 project 1 [英 [prə̍ dʒekt] 美 [prəˈdʒɛkt] vi.设计；计划；表达；投射 vt.设计；计划；发射；放映 n.工程；计划；事业

491 prompted 1 [p'rɒmptɪd] vbl. 提示

492 property 1 ['prɔpəti] n.性质，性能；财产；所有权

493 protecting 1 [prə'tektiŋ] adj.保护的；防护的 v.保护；防护（protect的ing形式）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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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 rain 1 [rein] n.雨；下雨；雨天；雨季 vi.下雨；降雨 vt.大量地给；使大量落下 n.(Rain)人名；(法)兰；(英)雷恩；(罗、捷)赖恩

496 rainwater 1 ['rein,wɔ:tə] n.雨水；软水 n.(Rainwater)人名；(英)雷恩沃特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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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 receive 1 [ri'si:v] vt.收到；接待；接纳 vi.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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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rely 1 [ri'lai] vi.依靠；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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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renewable 1 [ri'nju:əbl] adj.可再生的；可更新的；可继续的 n.再生性能源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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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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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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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 residential 1 [,rezi'denʃəl] adj.住宅的；与居住有关的

507 resistance 1 [ri'zistəns] n.阻力；电阻；抵抗；反抗；抵抗力

508 resources 1 [rɪ'sɔː sɪz] n. 资源；才智；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

509 restoration 1 [,restə'reiʃən] n.恢复；复位；王政复辟；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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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 revealed 1 [ri'vi:ld] v.透露（reveal的过去式）；显示

512 righ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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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 river 1 ['rivə] n.河，江 n.(River)人名；(英)里弗

514 Rivers 1 ['rivə:s] n.里弗斯（人名）；河流州（尼日利亚州名）；河水钻

515 role 1 [rəul] n.角色；任务 n.(Role)人名；(意、塞、赤几)罗莱

516 room 1 n.房间；空间；余地；机会；房间里所有的人 vt.为…提供住处；租房，合住；投宿，住宿；留…住宿 vi.居住；住宿 n.
（英）鲁姆（人名）；（俄）罗姆（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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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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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 Rutherford 1 ['rʌðəfəd] n.卢瑟福（英国物理学家，化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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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 safety 1 ['seifti] n.安全；保险；安全设备；保险装置；安打

521 saltwater 1 ['sɔ:lt'wɔ:tə, -wɔ-] adj.盐水的；海产的

522 santa 1 ['sæntə] n.圣诞老人（等于SantaCl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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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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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526 scheduled 1 英 ['ʃedju lːd] 美 ['skedʒəld] adj. 预定的；预先安排的 动词schedu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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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 season 1 ['si:zən] n.时期；季节；赛季 vt.给…调味；使适应 vi.变得成熟；变干燥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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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 seeing 1 ['si:iŋ] n.看见；视觉；观看；视力 conj.因为；由于；鉴于 adj.看见的；有视觉的 v.看见（se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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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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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 servers 1 ['sɜ rːvərs] n. 【计】服务器；佣人，服务员 名词server的复数形式.

534 seventy 1 ['sevənti] n.七十；七十个；七十岁；七十年代 adj.七十的；七十个的；七十岁的 num.七十

535 shameless 1 ['ʃeimlis] adj.无耻的；不要脸的；伤风败俗的

536 shared 1 英 [ʃeəd] 美 [ʃerd] adj. 共享的；共用的 v. 分享，共享；分配；共有（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37 sheets 1 [ʃiː ts] n. 被单；被褥 名词sheet的复数形式.

538 shorter 1 ['ʃɔ:tə] adj.较短的；更短的；更矮的（short的比较级） n.(Shorter)人名；(英)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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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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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 shower 1 ['ʃauə] n.淋浴；（倾泻般出现的）一阵，一大批；阵雨 vt.大量地给予；把……弄湿 vi.淋浴；下阵雨

542 sightseeing 1 ['saitsi:iŋ] n.观光；游览 adj.观光的；游览的 v.观光（sightsee的ing形式）；游览

543 sign 1 n.迹象；符号；记号；手势；指示牌 vi.签署；签名 vt.签署；示意

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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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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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547 sleigh 1 [slei] vi.乘雪橇；驾雪橇 vt.乘雪橇；用雪橇运输 n.雪橇 n.(Sleigh)人名；(英)斯莱

548 slowed 1 英 [sləʊ] 美 [sloʊ] adj. 慢的 adv. 慢慢地 v. 放慢；减速

549 smartphone 1 英 ['smɑ tːfəʊn] 美 ['smɑ rːtfoʊn] n. Microsoft开发的新一代手机操作系统平台；智能手机

550 smooth 1 [smu:ð] adj.顺利的；光滑的；平稳的 vt.使光滑；消除（障碍等）；使优雅；缓和 n.平滑部分；一块平地 vi.变平静；
变平滑 adv.光滑地；平稳地；流畅地

551 snapshots 1 快照

552 snow 1 [snəu] n.雪，积雪；下雪 vi.降雪 vt.使纷纷落下；使变白 n.(Snow)人名；(英)斯诺

553 socket 1 [‘sɒkɪt] n.插座；窝，穴；牙槽 vt.给…配插座

554 solid 1 ['sɔlid] adj.固体的；可靠的；立体的；结实的；一致的 n.固体；立方体 n.(Solid)人名；(瑞典)索利德

555 solo 1 ['səuləu] n.独奏；独唱；独奏曲 adj.独奏的；独唱的；单独的 vt.单人攀登；单独驾 vi.单独表演；放单飞 adv.单独地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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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 specialists 1 ['speʃəlɪsts] n. 专家；专科医生 名词speacialist的复数.

558 stability 1 [stə'biliti] n.稳定性；坚定，恒心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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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 star 1 [stɑ:] n.星，恒星；明星；星形物 vt.用星号标于；由…主演，由…担任主角 vi.担任主角 adj.明星的，主角的；星形的 n.
(Star)人名；(瑞典)斯塔尔；(德)施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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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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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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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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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steal 1 vt.剽窃；偷偷地做；偷窃 vi.窃取；偷偷地行动；偷垒 n.偷窃；便宜货；偷垒；断球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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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 stream 1 [stri:m] n.溪流；流动；潮流；光线 vi.流；涌进；飘扬 vt.流出；涌出；使飘动

567 stunt 1 [stʌnt] n.噱头，手腕；绝技 vt.阻碍…的正常生长或发展 vi.表演特技；作惊人表演 n.(Stunt)人名；(英)斯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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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 superior 1 [sju:'piriə, sju:pə-] adj.上级的；优秀的，出众的；高傲的 n.上级，长官；优胜者，高手；长者

570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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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 Taiwan 1 ['tai'wɑ:n] n.台湾

573 teeth 1 [ti:θ] n.牙齿

574 tesla 1 ['teslə] n.特斯拉（磁通量单位） n.(Tesla)人名；(英、捷、塞)特斯拉

575 thank 1 [θæŋk] vt.感谢 n.感谢 int.谢谢

576 thankful 1 ['θæŋkful] adj.感谢的；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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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 therefore 1 ['ðεəfɔ:] adv.因此；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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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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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 thinking 1 ['θiŋkiŋ] adj.思考的；思想的；有理性的；好思考的 n.思考；思想；想法；意见；见解 v.思考（think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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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3 thoughtful 1 ['θɔ:tful] adj.深思的；体贴的；关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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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586 through 1 [θru:] prep.通过；穿过；凭借 adv.彻底；从头至尾 adj.直达的；过境的；完结的

587 throughout 1 [θru:'aut] adv.自始至终，到处；全部 prep.贯穿，遍及

588 tightrope 1 ['taitrəup] n.拉紧的绳索

589 timing 1 ['taimiŋ] n.定时；调速；时间选择 v.为…安排时间；测定…的时间（time的ing形式）

590 tipping 1 ['tɪpɪŋ] n. 翻倒 动词tip的现在分词.

591 toget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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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593 tool 1 [tu:l] n.工具，用具；器械，机床；手段 vi.使用工具；用机床装备工厂 vt.用工具给……加工

594 towards 1 [tə'wɔ:dz, tu-, 'təuədz, twɔ:dz] prep.朝，向；对于；有助于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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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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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7 transport 1 [træns'pɔ:t; trænz-træns'pɔ:t, trænz-, trɑ:n-, 'trænspɔ:t, 'trænz-, 'trɑ:n-] n.运输；运输机；狂喜；流放犯 vt.运输；流放；使狂喜

598 trapped 1 [træpt] adj. 陷入困境的；受到限制的 动词tra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599 treat 1 [tri:t] vt.治疗；对待；探讨；视为 vi.探讨；请客；协商 n.请客；款待 n.(Treat)人名；(英)特里特

600 trip 1 [trip] vi.绊倒；远足；犯错误；轻快地走 n.旅行；绊倒；差错 vt.绊倒；使犯错 n.(Trip)人名；(荷)特里普

601 trivia 1 ['triviə] n.琐事

602 trouble 1 ['trʌbl] n.麻烦；烦恼；故障；动乱 vt.麻烦；使烦恼；折磨 vi.费心，烦恼

603 twitter 1 ['twitə] n.微博客，鸟叫声 vt.吱吱叫；嘁嘁喳喳地讲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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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5 unexpected 1 [,ʌnik'spektid] adj.意外的，想不到的

606 unseen 1 [,ʌn'si:n] adj.看不见的，未看见的；未经预习的 n.（事前未看过原文的）即席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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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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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9 update 1 [ʌp'deit, 'ʌpdeit] vt.更新；校正，修正；使现代化 n.更新；现代化

610 updated 1 [ʌp'deɪtɪd] adj. 更新的；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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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urgent 1 ['ə:dʒənt] adj.紧急的；急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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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614 utilized 1 ['ju tːəlaɪz] vt. <美>利用或使用 =utilise（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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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 ve 1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617 version 1 ['və:ʃən] n.版本；译文；倒转术

618 Victoria 1 [vik'tɔ:riə] n.维多利亚（女子名）

619 virus 1 ['vaiərəs] n.[病毒]病毒；恶毒；毒害 n.(Virus)人名；(西)比鲁斯

620 vixen 1 ['viksən] n.雌狐；泼妇，刁妇；唠叨的女人；坏心眼的女人

621 voltage 1 ['vəultidʒ] n.[电]电压

622 volume 1 ['vɔlju:m] n.量；体积；卷；音量；大量；册 adj.大量的 vi.成团卷起 vt.把…收集成卷

623 vulnerable 1 ['vʌlnərəbl] adj.易受攻击的，易受…的攻击；易受伤害的；有弱点的

624 walking 1 ['wɔ:kiŋ] n.步行；散步 v.步行（walk的ing形式） adj.步行的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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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 wasn 1 abbr. 无线、随意及感测网路研讨会（Workshop on Wireless 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

627 watch 1 [wɔtʃ, wɔ:tʃ] vt.观察；注视；看守；警戒 n.手表；监视；守护；值班人 vi.观看，注视；守侯，看守

628 weather 1 ['weðə] n.天气；气象；气候；处境 vt.经受住；使风化；侵蚀；使受风吹雨打 vi.风化；受侵蚀；经受风雨 adj.露天
的；迎风的 n.(Weather)人名；(英)韦瑟

629 website 1 ['websaɪt] n. 网站

630 week 1 [wi:k] n.周，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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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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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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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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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 who 1 pron.谁；什么人

636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637 widely 1 ['waidli] adv.广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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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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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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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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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 woman 1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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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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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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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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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 youngest 1 ['jʌŋgist] n.最小的儿子；年纪最小的人 adj.最年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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