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nn10 2022-01-12 词汇表词汇表

1 ability 3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2 able 2 ['eibl] adj.能；[经管]有能力的；能干的 n.(Able)人名；(伊朗)阿布勒；(英)埃布尔

3 about 7 [ə'baut] prep.关于；大约 adj.在附近的；四处走动的；在起作用的 adv.大约；周围；到处 n.大致；粗枝大叶；不拘小节的
人 n.(About)人名；(法)阿布

4 absolutely 1 ['æbsəlju:tli, ,æbsə'lju:tli] adv.绝对地；完全地

5 accept 1 [ək'sept] vt.接受；承认；承担；承兑；容纳 vi.承认；同意；承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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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dministration 1 [əd,mini'streiʃən] n.管理；行政；实施；行政机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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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dvanta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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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dventurous 1 [əd'ventʃərəs] adj.爱冒险的；大胆的；充满危险的

11 aerospace 1 ['εərəuspeis] n.航空宇宙；[航]航空航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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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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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15 ag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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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ir 2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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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irport 1 ['εəpɔ:t] n.机场；航空站

19 airports 4 ['eəpɔː ts] 机场

20 airspace 1 ['εəspeis] n.空域；领空；空间

21 all 4 [ɔ:l] adj.全部的 adv.全然地；越发 n.全部 pron.全部 n.(All)人名；(瑞典)阿尔；(英)奥尔

22 allies 1 ['ælaiz] n.（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同盟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协约国

23 allows 1 [ə'laʊz] 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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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m 2 abbr.调频，调谐，调幅（amplitudemodulation） vi.（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 aux.（与v-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与v-ed
连用构成被动语态） n.（柬）安（人名）

26 American 1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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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n 8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9 analysts 2 ['ænəlɪsts] n. 分析员 名词analyst的复数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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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and 46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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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anot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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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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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anxiety 1 [æŋ'zaiəti] n.焦虑；渴望；挂念；令人焦虑的事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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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anytime 1 ['enitaim] adv.任何时候；无例外地

38 a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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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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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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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at 11 prep.在（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地点、场所、位置、空间）；以（某种价格、速度等）；向；达；因为；朝；忙于 n.阿特（老
挝货币基本单位att）；[化]砹（极不稳定放射性元素） abbr.密封的（airtight）；气温（air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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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attention 1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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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aviation 1 [,eivi'eiʃən] n.航空；飞行术；飞机制造业

46 AWOL 1 ['eiwɔl] abbr.擅离职守（absentwithoutleave）

47 ballistic 3 [bə'listik] adj.弹道的；射击的

48 baraboo 2 [bɑ rːə'bu ]ː n. 重现残丘

49 be 13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50 because 4 [bi'kɔz] conj.因为

51 becoming 1 [bi'kʌmiŋ] adj.合适的，适当的 n.（变化过程的）形成，发生

52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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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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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being 2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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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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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birds 3 ['bɜːdz] n. 鸟，鸟类；禽（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

59 b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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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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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bought 1 [bɔ:t] v.买（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2 briefly 1 ['bri:fli] adv.短暂地；简略地；暂时地

63 brokerage 1 ['brəukəridʒ] n.佣金；回扣；中间人业务

64 bu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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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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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Buyers 1 n. 买主，买方，买家，采购员（名词buyer的复数形式）；拜尔斯（姓氏）

67 buying 2 n.买进 v.购买；获得；收买（buy的ing形式）

68 b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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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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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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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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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Carl 3 [kɑ:l] n.卡尔（男名）

73 cart 2 [kɑ:t] n.二轮运货马车 vt.用车装载 vi.驾运货马车；用运货车运送 n.(Cart)人名；(法)卡尔；(英、芬)卡特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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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certain 1 ['sə:tən] adj.某一；必然的；确信；无疑的；有把握的 pron.某些；某几个 n.(Certain)人名；(葡)塞尔塔因；(法)塞尔坦

76 certainly 1 ['sə:tənli] adv.当然；行（用于回答）；必定

77 chain 1 n.链；束缚；枷锁 vt.束缚；囚禁；用铁链锁住

78 challenges 1 ['tʃælɪndʒ] n. 挑战；邀请比赛；盘问；质疑 v. 向 ... 挑战；盘问；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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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chief 2 [tʃi:f] n.首领；酋长；主要部分 adj.首席的；主要的；主任的 adv.主要地；首要地

81 china 1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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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84 cle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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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clip 2 n.（塑料或金属的）夹子；回纹针；修剪；剪报 vt.剪；剪掉；缩短；给…剪毛（或发）用别针别在某物上，用夹子夹在
某物上 vi.剪；修剪；剪下报刊上的文章（或新闻、图片等）；迅速行动；用别针别在某物上，用夹子夹在某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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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closed 1 [kləuzd] adj.关着的；不公开的 v.关；结束；接近（close的过去分词）

87 cnn 4 [ˌsiː en'en] abbr. 美国有线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

88 come 2 [kʌm] vi.来；开始；出现；发生；变成；到达 vt.做；假装；将满（…岁） int.嗨！ n.(Come)人名；(英)科姆；(阿尔巴)乔
梅

89 comfort 2 ['kʌmfət] n.安慰；舒适；安慰者 vt.安慰；使（痛苦等）缓和

90 coming 2 ['kʌmiŋ] adj.即将到来的；接着的；前途有望的 n.来到；到达 v.来（come的ing形式）

91 command 1 [kə'mɑ:nd] vi.命令，指挥；控制 vt.命令，指挥；控制；远望 n.指挥，控制；命令；司令部 n.(Command)人名；(法)科
芒

92 communist 1 ['kɔmjunist] n.共产党员；共产主义者 adj.共产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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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compensate 1 ['kɔmpenseit] vi.补偿，赔偿；抵消 vt.补偿，赔偿；付报酬

95 compete 1 [kəm'pi:t] vi.竞争；比赛；对抗

96 competitive 1 [kəm'petitiv] adj.竞争的；比赛的；求胜心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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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computer 1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99 confusion 1 [kən'fju:ʒən] n.混淆，混乱；困惑

100 considered 2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101 considers 1 英 [kən'sɪdə(r)] 美 [kən'sɪdər] v. 考虑；思考；认为；体谅；注视

102 continental 1 [,kɔnti'nentəl] adj.大陆的；大陆性的 n.欧洲人

103 contractors 1 [kɒnt'ræktəz] 承包商

104 controlled 1 [kən'trəuld] adj.受控制的；受约束的；克制的 v.控制；约束（control的过去式）；指挥

105 controllers 1 [kənt'rəʊləz] 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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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correctly 1 [kə'rektli] adv.正确地；得体地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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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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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count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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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create 2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112 cross 1 n.交叉，十字；十字架，十字形物 vi.交叉；杂交；横过 vt.杂交；渡过；使相交 adj.交叉的，相反的；乖戾的；生气的

113 damage 2 n.损害；损毁；赔偿金 vi.损害；损毁 vt.损害，毁坏

114 dangerous 1 ['deindʒərəs] adj.危险的 危险地

115 data 2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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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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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debt 1 [det] n.债务；借款；罪过

119 December 1 [di'sembə] n.十二月

120 declines 2 [dɪ'klaɪn] v. 下降；减少；变弱；拒绝；倾斜 n. 衰微；跌落；晚年

121 defense 1 [di'fens] n.防卫，防护；防御措施；防守 vt.谋划抵御

122 definitely 2 ['definitli] adv.清楚地，当然；明确地，肯定地

123 demand 1 [di'mɑ:nd, -'mænd] vt.要求；需要；查询 vi.需要；请求；查问 n.[经]需求；要求；需要 n.(Demand)人名；(德)德曼德

124 departing 1 英 [dɪ'pɑ tː] 美 [dɪ'pɑ rːt] vt. 离开 vi. 离开；死亡

125 did 2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26 diego 1 n.迭戈（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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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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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discou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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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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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discuss 1 [dis'kʌs] vt.讨论；论述，辩论

132 d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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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does 2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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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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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do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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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done 2 adj.已完成的；做好了的；煮熟的；合乎礼仪的；合乎规矩 int.表示接受建议 v.做（do的过去分词） n.（西、罗）多内
（人名）；（英）多恩（人名）

138 doubtful 1 ['dautful] adj.可疑的；令人生疑的；疑心的；不能确定的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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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downside 1 n.负面，缺点；下降趋势；底侧 adj.底侧的

141 dramatically 2 adv.戏剧地；引人注目地 adv.显著地，剧烈地

142 draw 1 [drɔ:] vt.画；拉；吸引 vi.拉；拖 n.平局；抽签 n.(Draw)人名；(英)德劳

143 dri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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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drivers 1 [d'raɪvəz] n. 驱动器；驱动程序；司机 名词driver的复数形式.

145 driving 1 ['draiviŋ] adj.强劲的；推进的；精力旺盛的 n.驾驶；操纵 v.驾驶（drive的ing形式）

146 dropped 2 [drɒpt] v. 降下(减少；划线；停止；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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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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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ed 1 [ed] abbr.Edmund，Edward，Edwin等的昵称

150 Eden 5 ['i:dən] n.伊甸园（《圣经》中亚当和夏娃最初居住的地方）

151 effected 1 [ɪ'fekt] n. 效应；结果；影响；印象；效果；要旨 v. 使产生；引起

152 eighty 1 ['eiti] n.八十；八十岁；八十年代 adj.八十的，八十个的；八十岁的 num.八十

153 el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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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embodied 1 英 [ɪm'bɒdi] 美 [ɪm'bɑːdi] vt. 使具体化；包含；代表，体现；使(精神)肉体化

155 emus 1 动车组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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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enfilade 1 [,enfi'leid] n.纵向射击；易受纵射的位置；相对成行排列 vt.向…纵射

158 ensure 1 [in'ʃuə] vt.保证，确保；使安全

159 environment 1 [in'vaiərənmənt] n.环境，外界

160 escaped 1 [ɪ'skeɪpt] adj. 逃脱的 动词escap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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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state 1 n.房地产；财产；身份

163 et 2 [i:ti:] conj.（拉丁语）和（等于and）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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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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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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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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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verybody 1 ['evri,bədi] pron.每个人；人人

169 everyday 1 ['evridei] adj.每天的，日常的 n.平时；寻常日子

170 everyone 1 ['evriwʌn] pron.每个人；人人 n.每个人

171 examines 1 [ɪɡ'zæmɪn] vt. 检查；调查；考试；仔细观察 vi. 检查；调查

172 executive 1 adj.行政的；经营的；执行的，经营管理的 n.总经理；执行委员会；执行者；经理主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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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expense 1 [ik'spens] n.损失，代价；消费；开支 vt.向…收取费用 vi.被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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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expensive 2 [ik'spensiv] adj.昂贵的；花钱的

176 experienced 1 [ik'spiəriənst] adj.老练的，熟练的；富有经验的

177 experts 1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178 facing 1 ['feisiŋ] n.饰面；衣服等的贴边

179 factor 1 ['fæktə] n.因素；要素；[物]因数；代理人 vi.做代理商 vt.把…作为因素计入；代理经营；把…分解成 n.(Factor)人名；
(英)法克特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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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fancy 1 n.幻想；想象力；爱好 adj.想象的；奇特的；昂贵的；精选的 vt.想象；喜爱；设想；自负 vi.幻想；想象 n.(Fancy)人
名；(法)方西

182 farm 4 [fɑ:m] vi.种田，务农；经营农场 n.农场；农家；畜牧场 vt.养殖；耕种；佃出（土地）

183 farmer 1 ['fɑ:mə] n.农夫，农民 n.(Farmer)人名；(英)法默；(法)法尔梅；(西)法梅尔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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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features 1 ['fiː tʃəz] n. 容貌；特征 名词feature的复数形式.

186 Federal 1 ['fedərəl] adj.联邦的；同盟的 n.北部联邦同盟盟员；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
(Federal)人名；(英)费德勒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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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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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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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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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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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fi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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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fires 1 [fɑɪrs] n. 火力 名词fire的复数形式.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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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fish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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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fit 1 ['fit] vt.安装；使……适应；使……合身；与……相符 vi.符合，配合；适合；合身 adj.健康的；合适的；恰当的；准备好的
n.合身；发作；痉挛 n.(Fit)人名；(捷、罗)菲特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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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fligh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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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flightless 1 ['flaitlis] adj.（鸟等）不能飞的

200 flights 1 [flaɪt] n. 飞行；航班；镖尾；逃走，逃离，溃逃

201 flip 5 [flip] vt.掷；轻击 vi.用指轻弹；蹦跳 adj.无礼的；轻率的 n.弹；筋斗

202 flipper 4 ['flipə] n.鳍状肢；鳍；烤饼；胖听罐头 vi.靠鳍足（或鸭甲板）行动 adj.无礼的

203 flippers 4 [f'lɪpəz] n. (非鱼类海生动物的）鳍状肢；(用于游泳或潜水的)橡胶蹼 名词flipper的复数形式.

204 flipping 4 ['flipiŋ] adj.非常的；糟透的 adv.非常；该死地 v.轻弹；急动；蹦蹦跳跳（flip的ing形式）

205 flips 4 [flɪp] vt. 掷；轻击；弹 vi. 翻转 n. （跳水或体操动作中的）空翻；轻弹；浏览 adj. 无礼的；冒失的；轻率的

206 fl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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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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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food 2 [fu:d] n.食物；养料

209 for 2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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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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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from 8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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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gate 1 [geit] n.大门；出入口；门道 vt.给…装大门 n.(Gate)人名；(英)盖特；(法、瑞典)加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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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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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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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gives 2 [ɡɪv] v. 给；赠予；送；捐助；提供；供给；举行；弯曲 n. 弹性

219 g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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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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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going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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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goldfish 3 ['gəuldfiʃ] n.金鱼

223 goo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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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go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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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government 1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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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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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groun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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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gu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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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gumption 1 ['gʌmpʃən] n.进取心；气概；精力

231 h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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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happening 2 ['hæpəniŋ] n.事件；意外发生的事 v.发生；碰巧（happen的ing形式）

233 hardest 1 ['hɑːdɪst] adv. 极难地 adj. 最难的 形容词hard的最高级.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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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have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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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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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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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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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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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here 3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241 hey 1 [hei] int.喂！（引起注意等）；你好！（表示问候） n.干草（等于hay） n.(Hey)人名；(法)埃；(柬)海；(德、英)海伊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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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historic 2 [his'tɔrik] adj.有历史意义的；历史上著名的

244 hit 2 [hit] vt.打击；袭击；碰撞；偶然发现；伤…的感情 vi.打；打击；碰撞；偶然碰上 n.打；打击；（演出等）成功；讽刺

245 holding 1 ['həuldiŋ] n.举办；支持 v.召开；担任（hold的ing形式）；握住 n.(Holding)人名；(英)霍尔丁

246 hom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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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home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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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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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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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house 8 [haus, hauz] n.住宅；家庭；机构；议会；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覆盖；给…房子住；把…储藏在房内 vi.住 n.(House)人
名；(英)豪斯

251 houses 2 ['hauziz] n.住宅；家园；洋房（house的复数）；房子的总称

252 housing 1 ['hausiŋ] n.房屋；住房供给；[机]外壳；遮盖物；机器等的防护外壳或外罩

253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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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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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hypersonic 1 [,haipə'sɔnik] adj.极超音速的；[声]特超声速的

257 idea 1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258 if 8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259 immediate 1 [i'mi:diət] adj.立即的；直接的；最接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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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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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in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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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included 1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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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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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injuries 1 ['ɪndʒəri] n. 伤害；损害

267 inspector 1 [in'spektə] n.检查员；巡视员

268 inspects 1 [ɪn'spekt] v. 检查；视察

269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270 intelligently 1 [in'telidʒəntli] adv.聪明地，明智地

271 intercept 1 [,intə'sept] vt.拦截；截断；窃听 n.拦截；[数]截距；截获的情报

272 internationa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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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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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is 1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75 Israeli 2 [iz'reili] adj.以色列的；以色列人的 n.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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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issues 1 英 ['ɪʃjuːz] 美 ['ɪʃjʊz] n. 议题；债券；发行物；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

278 it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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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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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January 1 ['dʒænjuəri] n.一月

281 japan 3 [dʒə'pæn] n.漆器；日本亮漆 vt.在…上涂漆

282 job 1 [dʒɔb] n.工作；职业 vt.承包；代客买卖 vi.做零工 n.(Job)人名；(英)乔布；(法、葡)若布；(?-1605)约伯〈俄〉俄罗斯正教会
莫斯科牧首。；(德、塞、捷、荷、意)约布

283 journey 1 ['dʒə:ni] n.旅行；行程 vi.旅行 n.(Journey)人名；(英)朱尼，朱妮(女名)

284 jus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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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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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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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kite 1 n.风筝 vi.使用空头支票；像风筝一样飞；轻快地移动 vt.骗钱；涂改（支票） n.(Kite)人名；(塞)基特；(英)凯特

288 know 4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289 knowing 1 ['nəuiŋ] adj.博学的；狡猾的；心照不宣的 n.认知 v.知道；认识；确信（know的ing形式）

290 Korea 11 [kə'riə] n.韩国；朝鲜

291 labor 3 ['leibə] n.劳动；工作；劳工；分娩 vi.劳动；努力；苦干 vt.详细分析；使厌烦 n.(Labor)人名；(德、塞、法)拉博尔；(英)
拉博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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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la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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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lasted 1 ['lɑːstɪd] adj. 持续的 动词la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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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launched 2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297 launches 1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298 law 1 [lɔ:] n.法律；规律；法治；法学；诉讼；司法界 vi.起诉；控告 vt.控告；对…起诉 n.(Law)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刘；
(英、缅、柬)劳

299 leah 2 [liə] n.利亚（女子名，雅各最初的妻子）

300 learned 1 ['lə:nid] adj.博学的；有学问的；学术上的 n.(Learned)人名；(英)勒尼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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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least 3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302 ledge 1 [ledʒ] n.壁架；突出之部份；暗礁；矿层

303 legs 1 ['leɡz] n. 腿 名词leg的复数形式.

304 lender 1 ['lendə] n.贷方；[金融]出借人 n.(Lender)人名；(德、匈、瑞典)伦德；(法)朗德

305 l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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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leveling 1 ['levəlɪŋ] n. 水准测量；平整；均匀化 动词level的现在分词.

307 life 2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308 lightweight 1 ['laitweit] n.轻量级选手；无足轻重的人 adj.重量轻的；平均重量以下的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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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311 line 1 [lain] n.路线，航线；排；绳 vt.排成一行；划线于；以线条标示；使…起皱纹 vi.排队；站成一排 n.(Line)人名；(英)莱恩；
(俄)利涅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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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little 3 ['litl] adj.小的；很少的；短暂的；小巧可爱的 adv.完全不 n.少许；没有多少；短时间 n.(Little)人名；(英)利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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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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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love 1 [lʌv] n.恋爱；亲爱的；酷爱；喜爱的事物 vt.喜欢；热爱；爱慕 vi.爱 n.(Love)人名；(英)洛夫

317 low 1 [ləu] adj.低的，浅的；卑贱的；粗俗的；消沉的 adv.低声地；谦卑地，低下地 n.低；低价；低点；牛叫声 vi.牛叫 n.(Low)
人名；(英、德)洛

318 ma 1 [mɑ:] n.妈 n.(Ma)人名；(老、柬、刚(金))马

319 mad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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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Madison 2 ['mædisən] n.麦迪逊（姓氏）；麦迪逊（美国城市）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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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ma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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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mal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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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margin 2 ['mɑ:dʒin] n.边缘；利润，余裕；页边的空白 vt.加边于；加旁注于 n.(Margin)人名；(俄、意)马尔金

325 market 4 ['mɑ:kit] n.市场；行情；股票市场；市面；集市；销路；商店 vt.在市场上出售 vi.做买卖 n.(Market)人名；(塞)马尔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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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materials 2 [mə'tɪərɪəlz] n. 原料；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

328 matt 2 [mæt] adj.无光泽的；不光滑的 n.无光表面；衬边 vt.使…无光；把…熔炼为锍（等于matte）

329 may 5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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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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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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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media 3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334 medium 2 ['mi:diəm, -djəm] adj.中间的，中等的；半生熟的 n.方法；媒体；媒介；中间物

335 meet 1 [mi:t] vt.满足；遇见；对付 vi.相遇；接触 n.集会 adj.合适的；适宜的 n.(Meet)人名；(英)米特

336 memory 1 ['meməri] n.记忆，记忆力；内存，[计]存储器；回忆 n.(Memory)人名；(英)梅默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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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might 2 [mait] n.力量；威力；势力 v.可以；或许（may的过去式）；应该 aux.可能；也许 n.(Might)人名；(英)迈特

339 Miles 1 [mailz] n.迈尔斯（男子名）

340 military 1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341 mine 1 [main] n.矿，矿藏；矿山，矿井；地雷，水雷 vt.开采，采掘；在…布雷 vi.开矿，采矿；埋设地雷 pron.我的 n.(Mine)人
名；(德、塞、土、毛里塔)米内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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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minutes 3 ['mɪnɪts] n. 分钟；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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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missile 9 ['misail, -səl] n.导弹；投射物 adj.导弹的；可投掷的；用以发射导弹的

345 missiles 1 ['mɪsaɪlz] 导弹

346 modern 1 ['mɔdən] adj.现代的，近代的；时髦的 n.现代人；有思想的人

347 moment 1 n.片刻，瞬间，时刻；重要，契机 n.(Moment)人名；(英)莫门特

348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349 money 3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350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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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mortgage 1 ['mɔ:gidʒ] vt.抵押 n.抵押 房屋抵押贷款

353 mos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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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mounted 1 ['mauntid] adj.骑马的；安装好的；裱好的 v.安装（mou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爬上；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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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mu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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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multiple 1 ['mʌltipl] adj.多重的；多样的；许多的 n.倍数；[电]并联

358 m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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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 myself 1 [mai'self] pron.我自己；我亲自；我的正常的健康状况和正常情绪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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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Nashville 3 ['næʃvil] n.那什维尔（美国田纳西州首府）

362 nation 1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363 navigate 1 vt.驾驶，操纵；使通过；航行于；解决，应对（困难复杂的情况） vi.航行，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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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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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 new 1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368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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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 n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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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 nope 1 [nəup] adv.不是，没有；不

372 norad 1 ['nɔ:ræd] abbr.北美防空联合司令部（NorthAmericanAirDefenseCommand）

373 north 9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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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 not 8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376 nuclear 1 ['nju:kliə, 'nu:-] adj.原子能的；[细胞]细胞核的；中心的；原子核的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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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 nursery 1 ['nə:səri] n.苗圃；托儿所；温床

379 objective 1 [əb'dʒektiv, ɔb-] adj.客观的；目标的；宾格的 n.目的；目标；[光]物镜；宾格

380 obstacles 1 ['ɒbstəklz] n. 障碍；名词obstacle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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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 of 3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83 off 5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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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 officials 2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386 O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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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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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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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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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 ones 1 [wʌnz] n.刻录软件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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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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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 operators 1 ['ɒpəreɪtəz] n. 操作员；管理者；运算符 名称operator的复数形式.

393 opposed 1 [ə'pəuzd] adj.相反的；敌对的 v.反对（oppose的过去分词）；使对立

394 o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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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 order 3 ['ɔ:də] n.命令；顺序；规则；[贸易]定单 vt.命令；整理；定购 vi.命令；定货

396 ordered 1 ['ɔ:dəd] adj.[数]有序的；整齐的；安排好的 v.命令；点餐（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97 ostriches 3 英 ['ɒstrɪtʃ] 美 ['ɑːstrɪtʃ] n. 驼鸟；驼鸟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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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 others 1 pron.其他人

400 our 4 ['auə, ɑ:] pron.我们的

401 ou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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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 outside 2 [,aut'said, 'aut'said] adj.外面的，外部的；外来的 n.外部；外观 adv.在外面，向外面；在室外 prep.在…范围之外

403 ov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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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 oxeye 1 ['ɔksai] n.大眼睛；牛眼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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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paid 1 [peid] adj.付清的；已付的 vt.支付（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付清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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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 pay 1 vt.支付，付；偿还，补偿；给予 vi.付款；偿还 n.工资，薪水；付款；报答 adj.收费的；需付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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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 perspective 1 [pə'spektiv] n.观点；远景；透视图 adj.透视的

411 pet 1 [pet] n.宠物；生气；受宠爱的人 vt.宠爱 vi.生气；爱抚 adj.宠爱的 n.(Pet)人名；(俄)佩特；(柬)贝

412 pilots 1 ['paɪləts] n. 飞行员；向导 名词pilot的复数形式.

413 plant 1 [plɑ:nt, plænt] n.工厂，车间；植物；设备；庄稼 vt.种植；培养；栽培；安置 vi.种植 n.(Plant)人名；(英、西、意)普兰
特；(法)普朗

414 police 1 [pə'li:s] n.警察，警方；治安 vt.监督；管辖；维持治安；为…配备警察 adj.警察的；有关警察的

415 possible 2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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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 power 1 n.力量，能力；电力，功率；政权，势力；[数]幂 vt.激励；供以动力；使…有力量 vi.快速前进 adj.借影响有权势人物
以操纵权力的 n.(Power)人名；(英、葡)鲍尔

418 prett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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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 price 2 [prais] n.价格；价值；代价 vt.给……定价；问……的价格 n.(Price)人名；(英)普赖斯；(法)普里斯；(葡、瑞典)普里塞

420 prices 3 [praɪs] n. 价格；代价；价值 v. 给…定价；估价；贴价格标签；比较价格

421 pricing 1 ['praɪsɪŋ] n. 定价 动词price的现在分词形式.

422 probably 3 ['prɔbəbli] adv.大概；或许；很可能

423 problems 1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424 process 1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的

425 production 1 [prəu'dʌkʃən] n.成果；产品；生产；作品

426 profit 1 ['prɔfit] n.利润；利益 vi.获利；有益 vt.有益于 n.(Profit)人名；(法)普罗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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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 properties 1 [p'rɒpətɪz] n. 道具；属性；性能；资产；地产 property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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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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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 puts 1 [pʊts] n. C语言的字符串输出语句

432 quarterly 1 ['kwɔ:təli] adj.季度的，按季度的；一年四次的 adv.按季度，[农]一季一次地；纵横四分地 n.季刊 n.(Quarterly)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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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夸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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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 range 1 n.范围；幅度；排；山脉 vi.（在...内）变动；平行，列为一行；延伸；漫游；射程达到 vt.漫游；放牧；使并列；归类
于；来回走动

435 rat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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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 re 10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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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 reached 1 到达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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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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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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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 reasons 1 ['riː zənz] n.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

443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444 recession 1 [ri'seʃən] n.衰退；不景气；后退；凹处

445 recover 1 [ri'kʌvə] vt.恢复；弥补；重新获得 vi.恢复；胜诉；重新得球 n.还原至预备姿势 n.(Recover)人名；(西)雷科韦尔

446 redfin 1 英 ['redfɪn] 美 ['redˌfɪn] n. [鱼]红鳍淡水■鱼

447 region 1 ['ri:dʒən] n.地区；范围；部位

448 rehab 1 ['ri:hæb] n.修复（等于rehabilitation） vt.修复（等于rehabilitate）

449 rehabbing 1 ['riː hæb] abbr. 修复(=rehabitation) n. 修复的房屋；康复；戒毒（酒）

450 renovating 2 ['renəveɪtɪŋ] n. 修复；恢复 动词renovate的现在分词.

451 repeatedly 1 [rɪ'piː tɪdli] adv. 重复地；再三地

452 repo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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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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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 reportedly 3 [ri'pɔ:tidli] adv.据报道；据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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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 researchers 1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457 reselling 1 [riː 'selɪŋ] [ resold ]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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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 responds 1 英 [rɪ'spɒnd] 美 [rɪ'spɑːnd] v. 回答；响应；反应；反应灵敏；反响 n. [建]壁联；[宗]应唱圣歌

460 rewarded 1 英 [rɪ'wɔː d] 美 [rɪ'wɔː rd] n. 报答；赏金；报酬 vt. 奖赏；给 ... 报酬

461 riding 1 ['raidiŋ] n.骑马；骑术 v.骑；乘坐（ride的现在分词） n.(Riding)人名；(英)赖丁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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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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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 rising 1 ['raiziŋ] n.上升；起床；造反 adj.上升的；上涨的；新兴的 adv.接近 v.上升（rise的ing形式） n.(Rising)人名；(瑞典)里
辛；(英)赖辛

465 risk 2 [risk] n.风险；危险；冒险 vt.冒…的危险 n.(Risk)人名；(英、阿拉伯)里斯克

466 rivals 1 ['raɪvl] n. 竞争者；对手；同伴 adj. 竞争的 v. 竞争；与 ... 相匹敌

467 road 2 [rəud] n.公路，马路；道路；手段 vt.（狗）沿臭迹追逐（猎物） adj.（美）巡回的 n.(Road)人名；(英)罗德

468 rus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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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 sai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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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 sale 1 [seil] n.销售；出售；拍卖；销售额；廉价出售 n.(Sale)人名；(意、塞、瑞典)萨莱；(英、萨摩)塞尔；(法)萨尔

471 San 1 [sa:n] abbr.存储区域网（StorageAreaNetworking） n.(San)人名；(泰)讪；(俄、罗、刚)萨恩；(土、柬)桑；(缅)山

472 sa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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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 saying 1 ['seiiŋ] n.话；谚语；言论 v.说（say的ing形式）

474 says 3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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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 school 1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476 scientists 2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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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 secretive 1 [si'kri:tiv, 'sikrətiv] adj.秘密的；偷偷摸摸的；促进分泌的

479 secure 1 [si'kjuə] adj.安全的；无虑的；有把握的；稳当的 vt.保护；弄到；招致；缚住 vi.获得安全；船抛锚；停止工作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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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 se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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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 sellers 1 n. 塞勒斯

483 sensors 1 ['sensəz] 传感器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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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 settle 1 ['setl] vi.解决；定居；沉淀；下陷 vt.解决；安排；使…定居 n.有背长椅 n.(Settle)人名；(英)塞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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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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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 s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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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 shoot 1 [ʃu:t] vt.射击，射中；拍摄；发芽；使爆炸；给…注射 vi.射击；发芽；拍电影 n.射击；摄影；狩猎；急流

490 short 2 [ʃɔ:t] adj.短的；不足的；矮的，低的 n.短；缺乏；短路；短裤 adv.不足；突然；唐突地 n.(Short)人名；(英)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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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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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 show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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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 shows 1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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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 smaller 2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497 smarter 1 adj.聪明的；精明的（smart的比较级）

498 so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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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 softness 1 ['sɔftnis] n.温柔；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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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 solutions 1 [sə'lu ʃːnz] n. 解答

502 som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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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 something 2 ['sʌmθiŋ] pron.某事；某物 n.重要的人；值得重视的事 adv.非常；有点；大约 adj.大约；有点象

504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505 sort 1 [sɔ:t] n.种类；方式；品质 vi.分类；协调；交往 vt.将…分类；将…排序；挑选出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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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 source 1 [sɔ:s] n.来源；水源；原始资料 n.(Source)人名；(法)苏尔斯

508 sout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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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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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 speed 1 [spi:d] vi.超速，加速；加速，迅速前行；兴隆 n.速度，速率；迅速，快速；昌盛，繁荣 vt.加快…的速度；使成功，使
繁荣 n.(Speed)人名；(英)斯皮德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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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 spiked 1 [spaikt] adj.尖的；有穗的；加入标准的

513 spokesperson 1 ['spəuks,pə:sən] n.发言人；代言人

514 spokeswoman 1 ['spəuks,wumən] n.女代言人，女代言人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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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 State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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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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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step 1 [step] n.步，脚步；步骤；步伐；梯级 vi.踏，踩；走 vt.走，迈步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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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 stop 2 [stɔp] vt.停止；堵塞；断绝 vi.停止；中止；逗留；被塞住 n.停止；车站；障碍；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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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 store 1 [stɔ:] n.商店；储备，贮藏；仓库 vt.贮藏，储存 n.(Store)人名；(德)施托雷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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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 study 2 ['stʌdi] n.学习，研究；课题；书房；学问 vt.学习；考虑；攻读；细察 vi.研究；用功 n.(Study)人名；(英)斯塔迪

524 substantial 1 [səb'stænʃəl] adj.大量的；实质的；内容充实的 n.本质；重要材料

525 suburb 1 ['sʌbə:b] n.郊区；边缘

526 subway 1 ['sʌbwei] n.地铁；地道 vi.乘地铁

527 supply 3 [sə'plai] n.供给，补给；供应品 vt.供给，提供；补充 vi.供给；替代

528 swam 1 [swæm] v.游泳（swim的过去式）

529 switch 1 [switʃ] vt.转换；用鞭子等抽打 vi.转换；抽打；换防 n.开关；转换；鞭子

530 tak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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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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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 talk 1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533 tank 2 [tæŋk] n.坦克；水槽；池塘 vt.把…贮放在柜内；打败 vi.乘坦克行进 n.(Tank)人名；(德、土、阿塞、土库、挪)汤克

534 target 2 n.目标，指标；（攻击的）对象；靶子 v.把...作为目标；面向，对准（某群体） n.（Target）美国塔吉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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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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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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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 Tennessee 2 [,teni'si:] n.田纳西州（美国州名）

539 termite 1 ['tə:mait] n.[昆]白蚁

540 test 5 [test] n.试验；检验 vt.试验；测试 vi.试验；测试 n.(Test)人名；(英)特斯特

541 tests 1 [test] n. 考验；试验；测试 vt. 试验；测试；接受测验

542 teta 4 ['tetə] (=triethylene-tetramine polystyrene resin) 三亚乙基四胺聚苯乙烯树脂, 三乙撑四胺聚苯乙烯树脂,(=triethylenetetramine
dihydrochloride) 三亚乙基四胺二盐酸盐, 三乙撑四胺二盐酸盐,(=triethylenetetramine) 三亚乙基四胺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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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 thank 2 [θæŋk] vt.感谢 n.感谢 int.谢谢

545 thanks 1 n.谢谢（只用复数） int.谢谢

546 that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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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 the 8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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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 them 6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550 then 3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551 theory 1 ['θiəri, 'θi:ə-] n.理论；原理；学说；推测

552 there 7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553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554 they 15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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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 this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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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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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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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9 thought 1 [θɔ:t] n.思想；思考；想法；关心 v.想，思考；认为（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60 threat 1 [θret] n.威胁，恐吓；凶兆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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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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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tighter 1 [taɪt] adj. 紧的；紧身的；密集的；拮据的 adv. 紧紧地；牢固地；迅速地

563 tim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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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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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 to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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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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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 Todd 2 [tɔd] n.托德（姓氏，英国化学家，曾获1957年诺贝尔化学奖）

568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569 ton 2 [tʌn, tuŋ] n.吨；很多，大量 n.(Ton)人名；(西、俄、捷、荷)托恩；(柬)敦；(东南亚国家华语)通；(朝)敦

570 took 2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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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 tough 1 [tʌf] adj.艰苦的，困难的；坚强的，不屈不挠的；坚韧的，牢固的；强壮的，结实的 n.恶棍 vt.坚持；忍受，忍耐 adv.
强硬地，顽强地 n.(Tough)人名；(英)图赫

573 toughest 1 [tʌf] adj. 强硬的；棘手的，难办的；艰苦的；严厉的；牢固的，强壮的；坚强的，坚韧的 adv. 以强硬的态度；强硬
地，顽强地 n. 暴徒; 恶棍

574 towar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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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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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 traffic 1 ['træfik] n.交通；运输；贸易；[通信]通信量 vt.用…作交换；在…通行 vi.交易，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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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 traveled 1 ['trævəld] adj.富有旅行经验的；旅客多的；旅客使用的 v.旅行（travel的过去分词）

579 trivia 1 ['triviə] n.琐事

580 tr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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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 trying 1 ['traiiŋ] adj.难受的；难堪的；费劲的；令人厌烦的 v.尝试（try的ing形式）；试验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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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3 Tuesday 2 ['tju:zdi; -dei] n.星期二

584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585 type 1 [taip] n.类型，品种；模范；样式 vt.打字；测定（血等）类型 vi.打字 n.(Type)人名；(英)泰普

586 ultimately 1 ['ʌltimətli] adv.最后；根本；基本上

587 unaware 1 [,ʌnə'wεə] adj.不知道的，无意的；未察觉到的 adv.意外地；不知不觉地

588 uncertainty 1 [,ʌn'sə:tənti] n.不确定，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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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 unidentified 10 adj.未经确认的；未辨别出的，身份不明的

591 united 3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592 unknown 1 ['ʌn'nəun] adj.未知的；陌生的，默默无闻的 n.未知数；未知的事物，默默无闻的人

593 unusual 1 [,ʌn'ju:ʒuəl] adj.不寻常的；与众不同的；不平常的

594 u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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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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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6 value 3 ['vælju:] n.值；价值；价格；重要性；确切涵义 vt.评价；重视；估价

597 ve 2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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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 vide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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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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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 walls 1 ['wɔː lz] n. 墙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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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 warnings 1 n. 警告信息（warning的复数形式）

604 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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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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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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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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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 w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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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9 weapon 2 ['wepən] n.武器，兵器

610 weapons 1 n.武器（weapon的复数）；武装切换；斗争工具 v.武装（weapon的第三人称单数）

611 Wednesday 1 ['wenzdi; -dei] n.星期三

612 week 1 [wi:k] n.周，星期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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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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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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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 western 1 ['westən] adj.西方的，西部的；有西方特征的 n.西方人；西部片，西部小说 n.(Western)人名；(英)韦斯顿

617 wh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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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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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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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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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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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 whi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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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 who 3 pron.谁；什么人

624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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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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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 winder 1 ['waində] n.卷绕者；会缠绕的植物；螺旋形阶梯；卷线机；上发条的钥匙 n.(Winder)人名；(英、德)温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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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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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 within 1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631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32 wood 1 [wud] n.木材；木制品；树林 vi.收集木材 vt.植林于；给…添加木柴 n.(Wood)人名；(英、法、西、葡、阿拉伯)伍德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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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 worker 1 ['wə:kə] n.工人；劳动者；职蚁 n.(Worker)人名；(英)沃克

635 work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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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6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637 worried 5 ['wʌrid, 'wə:rid] adj.担心的

638 worst 1 [wə:st, 'wə:st] adj.最差的，最坏的；最不利的；效能最低的 n.最坏；最坏的时候 adv.最坏地；最不利地 n.(Worst)人名；
(英、德)沃斯特

639 worth 2 [wə:θ] adj.值…的 n.价值；财产 n.(Worth)人名；(英)沃思；(德)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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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 year 7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642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643 yes 1 [jes] adv.是,是的 n.是（表示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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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 your 4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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