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nn10 2022-01-20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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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buse 2 [ə'bju:z, ə'bju:s] n.滥用；虐待；辱骂；弊端；恶习，陋习 vt.滥用；虐待；辱骂 n.(Abuse)人名；(英)阿比斯

3 accounted 1 [ə'kɑʊntɪd] adj. 记账的；报告的 动词accou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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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ct 1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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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dvertised 1 ['ædvətaɪzd] adj. 广告的 动词adverti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 aeronautical 2 [,εərə'nɔ:tik,-kəl] adj.航空的；航空学的；飞机驾驶员的（等于aeronautic）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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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ffecting 1 [ə'fektiŋ] adj.动人的；感人的 v.影响（affect的ing形式）；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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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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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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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greed 1 [ə'gri:d] adj.同意的；通过协议的 v.同意；赞成（agree的过去式）

15 air 4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16 aircraft 1 ['εəkrɑ:ft] n.飞机，航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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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rline 1 ['εəlain] n.航空公司；航线 adj.航线的

19 airliner 1 ['εə,lainə] n.班机；大型客机

20 airliners 1 n.客机，班机( airliner的名词复数 )

21 airlines 7 ['erlaɪns] n. 航空公司

22 airplane 1 ['εəplein] n.飞机

23 airports 4 ['eəpɔː ts] 机场

24 Alabama 1 [,ælə'bæmə] n.阿拉巴马州（美国州名）

25 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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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llied 2 ['ælaid] adj.联合的；同盟的；与…同属一系 v.联合（ally的过去分词）

27 almost 2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28 alone 1 [ə'ləun] adj.独自的；单独的；孤独的 adv.独自地；单独地

29 also 5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30 altimeter 1 ['æltimi:tə, æl'timitə] n.测高仪，高度计

31 altimeters 3 n.高度计( altimeter的名词复数 )

32 aluminum 1 [ə'lju:minəm] n.铝

33 America 3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34 American 2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35 americans 1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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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amounted 1 [ə'maʊnt] n. 数量；总额 vi. 总计；等于

38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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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and 45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41 angeles 1 ['ændʒələs] n.安杰利斯（姓氏）；天使城（菲律宾地名）

42 antennas 4 [æn'tenəz] 天线

43 an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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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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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architect 1 ['ɑ:kitekt] n.建筑师 缔造者

45 are 8 [强ɑ:, 弱ə] v.是（be的第二人称单复数现在式） n.公亩 n.(Are)人名；(意、西、芬)阿雷

46 argue 1 ['ɑgju:] vi.争论，辩论；提出理由 vt.辩论，争论；证明；说服 n.(Argue)人名；(英、法)阿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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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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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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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association 2 [ə,səusi'eiʃən, ə,səuʃi'ei-] n.协会，联盟，社团；联合；联想

51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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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atmosphere 2 n.气氛；大气；空气

53 auto 1 ['ɔ:təu] n.汽车（等于automobile）；自动 vi.乘汽车 n.(Auto)人名；(葡)奥托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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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avert 1 [ə'və:t] vt.避免，防止；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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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58 bad 3 [bæd] adj.坏的；严重的；劣质的 n.坏事；坏人 adv.很，非常；坏地；邪恶地 n.(Bad)人名；(罗)巴德

59 base 2 [beis] n.基础；底部；垒 adj.卑鄙的；低劣的 vt.以…作基础 n.(Base)人名；(日)马濑(姓)

60 basins 1 ['beɪsnz] 动力学

61 be 5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62 beam 1 [bi:m] n.横梁；光线；电波；船宽；[计量]秤杆 vt.发送；以梁支撑；用…照射；流露 vi.照射；堆满笑容 n.(Beam)人名；
(阿拉伯)贝亚姆；(英)比姆

63 beat 1 [bi:t] vt.打；打败 vi.打；打败；拍打；有节奏地舒张与收缩 n.拍子；敲击；有规律的一连串敲打 adj.筋疲力尽的；疲惫不
堪的 n.(Beat)人名；(德)贝亚特

64 beauty 2 ['bju:ti] n.美；美丽；美人；美好的东西

65 been 8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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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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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believes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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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between 2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72 beyond 2 [bi'jɔnd] prep.超过；越过；那一边；在...较远的一边 adv.在远处；在更远处 n.远处

73 biden 1 n. 拜登(姓氏)

74 billion 1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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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bleak 1 [bli:k] adj.阴冷的；荒凉的，无遮蔽的；黯淡的，无希望的；冷酷的；单调的

77 blended 1 ['blendɪd] adj. 混合的；混杂的 动词bl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8 bologna 3 [bə'ləunjə] n.一种大腊肠

79 bounce 1 [bauns] n.跳；弹力；活力 vt.弹跳；使弹起 vi.弹跳；弹起，反跳；弹回

80 buck 1 [bʌk] n.（美）钱，元；雄鹿；纨绔子弟；年轻的印第安人或黑人 n.(Buck)人名；(英、西)巴克；(法)比克；(德、瑞典、
匈)布克

81 buckminster 1 n. 巴克敏斯特

82 bury 1 ['beri] vt.埋葬；隐藏 n.(Bury)人名；(法)比里；(英、西)伯里；(德、意、罗、波、捷、匈)布里；(俄)布雷

83 busiest 1 adj.最忙的（busy的最高级形式）

84 bu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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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b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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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calamity 1 [kə'læməti] n.灾难；不幸事件 n.(Calamity)人名；(英)卡拉米蒂

87 call 2 [kɔ:l] vi.呼叫；拜访；叫牌 vt.呼叫；称呼；召集 n.电话；呼叫；要求；访问 n.(Call)人名；(瑞典、罗)卡尔；(英)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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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call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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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90 ca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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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canceled 1 ['kænsl] v. 取消；作废；注销；抵消；删除 n. 取消；删除

92 cancelled 1 ['kænsəld] adj. 被取消的；被废除的 动词canc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93 cancer 1 ['kænsə] n.癌症；恶性肿瘤

94 captain 2 ['kæptin] n.队长，首领；船长；上尉；海军上校 vt.指挥；率领

95 capture 7 vt.俘获；夺得；捕捉，拍摄,录制 n.捕获；战利品，俘虏

96 captures 1 英 ['kæptʃə(r)] 美 ['kæptʃər] vt. 捕获；占领；夺取；吸引；(用照片等)留存 n. 捕获；战利品

97 carb 1 [kɑ:b] n.汽化器 n.(Carb)人名；(英)卡布

98 carbo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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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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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Carl 3 [kɑ:l] n.卡尔（男名）

101 carriers 3 ['kæriəz] 载体

102 catastrophe 1 [kə'tæstrəfi] n.大灾难；大祸；惨败

103 cause 2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104 caused 1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105 ccs 1 n. 故障台(机密件封面；彩色顺序传送)

106 CDC 1 abbr. 疾病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107 cell 1 [sel] n.细胞；电池；蜂房的巢室；单人小室 vi.住在牢房或小室中 n.(Cell)人名；(英)塞尔

108 centers 1 英 ['sentə] 美 ['sentər] n. 中心；集中点 v. 居中；使集中 =centre<英>

109 certai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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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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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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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Chicago 1 [ʃi'kɑ:gəu] n.芝加哥（美国中西部城市）

113 cleaner 1 ['kli:nə] n.[化工]清洁剂；清洁工；干洗店；干洗商；洗洁器

114 cleared 1 [klɪəd] adj. 清除的 动词cl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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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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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closer 1 ['kləuzə] adj.靠近的 n.[自]闭合器；最后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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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co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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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cocaine 1 [kə'kein] n.[药]可卡因

121 collection 1 [kə'lekʃən] n.采集，聚集；[税收]征收；收藏品；募捐

122 collide 1 [kə'laid] vi.碰撞；抵触，冲突 vt.使碰撞；使相撞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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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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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commercial 1 [kə'mə:ʃəl] adj.商业的；营利的；靠广告收入的 n.商业广告

126 companies 1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127 compan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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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computers 1 [kəm'pju tːəz] n.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

129 concerned 1 [kən'sə:nd] adj.有关的；关心的 v.关心（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与…有关

130 concerning 1 [kən'sə:niŋ] prep.关于；就…而言 v.涉及；使关心（concern的ing形式）；忧虑

131 concerns 3 [kən'sɜːnz] n.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

132 confusing 1 [kən'fju:ziŋ] adj.混乱的；混淆的；令人困惑的 v.使迷惑；使混乱不清；使困窘（confuse的ing形式）

听力特快 www.listeningexpress.com

http://www.listeningexpress.com/


133 connection 1 n.连接；关系；人脉；连接件

134 container 1 [kən'teinə] n.集装箱；容器

135 control 2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136 controls 1 英 [kən'trəʊls] 美 [kən'troʊls] n. 控制器；控制机构 名词contro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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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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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counter 1 [英 [ˈkaʊntə(r)] 美 [ˈkaʊntɚ] n.柜台；对立面；计数器；（某些棋盘游戏的）筹码 vt.反击，还击；反向移动，对着干；
反驳，回答 vi.逆向移动，对着干；反驳 adj.相反的 adv.反方向地；背道而驰地

140 countries 2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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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course 1 n.科目；课程；过程；进程；道路；路线，航向；一道菜 vt.追赶；跑过 vi.指引航线；快跑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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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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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crash 1 [kræʃ] n.撞碎；坠毁；破产；轰隆声；睡觉 vi.摔碎；坠落；发出隆隆声；(金融企业等)破产 vt.打碎；使坠毁、撞坏；擅
自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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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creating 1 [kri'ː eɪtɪŋ] vbl. 创造； 建造； 把 ... 列为

148 critics 1 [k'rɪtɪks] 评论家们

149 crucial 1 ['kru:ʃəl] adj.重要的；决定性的；定局的；决断的

150 cubic 1 ['kju:bik] adj.立方体的，立方的 n.(Cubic)人名；(罗)库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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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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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deaths 5 ['deθs] 死亡人口

154 delay 2 [di'lei] vi.延期；耽搁 vt.延期；耽搁 n.延期；耽搁；被耽搁或推迟的时间 n.(Delay)人名；(英)迪莱；(法)德莱

155 delayed 1 [di'leid] adj.延时的；定时的 v.延迟（delay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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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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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dennis 2 ['denis] n.丹尼斯（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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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deployment 1 [di:'plɔimənt] n.调度，部署

161 deprived 1 [di'praivd] adj.缺少食物的；缺乏足够教育的

162 depth 1 [depθ] n.[海洋]深度；深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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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destinations 1 [destɪ'neɪʃnz] 景区

165 developed 1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166 died 1 [daɪ] v. 死；枯竭；消失；渴望 n. 骰子；印模；金属模子

167 dioxide 3 [dai'ɔksaid] n.二氧化物

168 direct 1 [di'rekt, dai-] adj.直接的；直系的；亲身的；恰好的 vt.管理；指挥；导演；指向 vi.指导；指挥 adv.直接地；正好；按直系
关系

169 directly 1 [英 [də̍ rektli] 美 [dɪˈrɛktli, daɪ-]] adv.直接地；立即；马上；正好地；坦率地 conj.一…就

170 disease 1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171 displays 1 [dɪsp'leɪz] n. 显示器；陈列品 名词display的复数.

172 disrupt 1 [dis'rʌpt] vt.破坏；使瓦解；使分裂；使中断；使陷于混乱 adj.分裂的，中断的；分散的

173 diverted 1 [dɑɪ'vɜ tːɪd] adj. 转移的；分神的 动词dive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74 do 2 n.要求；规定；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做；干；学习；研究；进行；完成；解答；整理；算出；引起；行过 aux.助动词
（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代替动词）；（用于加强语气） vi.行，足够；生长 n.（英）多（人名Dorothea和Dorothy的昵
称） n.（口语）事件；（主英国口语）诈骗；（主英国、新西兰口语）宴会；（口语）必须做到的事情

175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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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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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dozen 1 ['dʌzən] n.十二个，一打 adj.一打的

178 drainage 1 ['dreinidʒ] n.排水；排水系统；污水；排水面积

179 drug 6 [drʌg] n.药；毒品；麻醉药；滞销货 vt.使服麻醉药；使服毒品；掺麻醉药于 vi.吸毒 n.(Drug)人名；(罗)德鲁格

180 drugs 2 [drʌgz] n.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

181 during 2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182 each 3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183 eat 1 [i:t] vt.吃，喝；腐蚀；烦扰 vi.进食；腐蚀，侵蚀

184 economic 1 [,i:kə'nɔmik] adj.经济的，经济上的；经济学的

185 eduardo 2 n. 爱德华多

186 embry 2 abbr.胚胎学（embryology） n.(Embry)人名；(法)昂布里；(英)恩布里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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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missions 1 [i'mɪʃn] n. 散发；发行；排放

189 emit 1 [i'mit] vt.发出，放射；发行；发表

190 emits 1 [i'mɪt] vt. 发出，发射；放射；吐露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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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nergy 6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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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errors 1 n. 误差；错误 名词error的复数.

195 especially 3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196 essential 1 [i'senʃəl] adj.基本的；必要的；本质的；精华的 n.本质；要素；要点；必需品

197 essentially 1 [i'senʃəli] adv.本质上；本来

198 estimated 2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199 estimates 1 ['estɪməts] n.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

200 et 2 [i:ti:] conj.（拉丁语）和（等于and）

201 even 1 ['i:vən] adj.[数]偶数的；平坦的；相等的 adv.甚至；即使；还；实际上 vt.使平坦；使相等 vi.变平；变得可比较；成为相
等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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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exceeded 1 [ɪk'siː dɪd] adj. 超过的；超出的 动词exc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04 exhaust 1 [ig'zɔ:st] vt.排出；耗尽；使精疲力尽；彻底探讨 vi.排气 n.排气；废气；排气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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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faa 2 abbr. (美国)联邦航空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abbr. 共同海损及特殊海损均不赔偿(=Free of All Average)

207 face 4 [feis] n.脸；表面；面子；面容；外观；威信 vi.向；朝 vt.面对；面向；承认；抹盖 n.(Face)人名；(法)法斯；(意)法切

208 facility 1 [fə'siliti] n.设施；设备；容易；灵巧

209 fails 1 [feɪl] vi. 失败；没做成某事；表现欠佳；用完；衰退 vt. 辜负；放弃；缺少；不及格 n. 不及格；没做成

210 fairhope 2 n. 费尔霍普(在美国；西经 87º55' 北纬 30º31')

211 familiar 1 [fə'miljə] adj.熟悉的；常见的；亲近的 n.常客；密友 n.(Familiar)人名；(西)法米利亚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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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fans 2 [fæns] n. 狂热者；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

214 faster 1 ['fa:stə] adj.更快的 adv.更快地 n.(Faster)人名；(德、捷)法斯特

215 fatalities 1 [fə'tæləti] n. 死亡；灾祸；天命；致命性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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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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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feeling 1 ['fi:liŋ] n.感觉，触觉；感情，情绪；同情 adj.有感觉的；有同情心的；富于感情的 v.感觉；认为（feel的现在分词）；
触摸

219 feels 1 [fiː l] v. 感觉；觉得；触摸；摸起来；认为；摸索 n. 感觉；触觉

220 feet 1 ['fi:t, fi:t] n.脚（foot的复数形式）；尺；韵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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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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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fentanyl 3 ['fentənil] n.芬太尼（主要用作止痛剂）

223 fifth 1 [fifθ] adj.第五的；五分之一的 n.第五；五分之一 num.第五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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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figured 1 ['figəd] adj.华丽的；有形状的；用图画表现的；有图案的 v.以图画或图表描绘；设想（figu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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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fir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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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fixes 1 n.菲克斯类（一种烈酒） v.修理（fix的三单形式） n.(Fixes)人名；(法)菲克斯

229 fleet 1 [fli:t] adj.快速的，敏捷的 n.舰队；港湾；小河 vi.飞逝；疾驰；掠过 vt.消磨 n.(Fleet)人名；(英)弗利特

230 fligh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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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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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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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flow 1 [fləu] vi.流动，涌流；川流不息；飘扬 vt.淹没，溢过 n.流动；流量；涨潮，泛滥 n.(Flow)人名；(英)弗洛

234 fluid 1 ['flu(:)id] adj.流动的；流畅的；不固定的 n.流体；液体

235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236 for 22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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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formations 1 [fɔː 'meɪʃnz] 群系

239 forms 1 ['fɔː mz] n. 表格；形式；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

240 fossil 2 ['fɔsəl] n.化石；僵化的事物；顽固不化的人 adj.化石的；陈腐的，守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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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fractures 1 英 ['fræktʃə(r)] 美 ['fræktʃər] n. 破碎；骨折 vt. 破碎；破裂 vi. 断裂

243 Francisco 1 [fræn'siskəu] n.弗朗西斯科（男子名，等于Francis）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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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fuel 1 ['fjuəl] vi.得到燃料 vt.供以燃料，加燃料 n.燃料；刺激因素

246 fuels 1 [fjʊəlz] n. 燃料 名词fuel的复数形式.

247 fuller 1 ['fulə] n.漂洗工；套柄铁锤 n.(Fuller)人名；(英、德、匈、葡、捷)富勒；(法)菲莱

248 fullerenes 1 ['fʊləriː nz] 富洛伦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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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generation 1 [,dʒenə'reiʃən] n.一代；产生；一代人；生殖

251 geothermal 4 [,dʒi:əu'θə:məl] adj.[地物]地热的；[地物]地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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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gets 1 ['ɡets]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

254 giant 2 ['dʒaiənt] n.巨人；伟人；[动]巨大的动物 adj.巨大的；巨人般的

255 gi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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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global 3 ['gləubəl] adj.全球的；总体的；球形的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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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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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good 1 [gud] adj.好的；优良的；愉快的；虔诚的 n.好处；善行；慷慨的行为 adv.好 n.(Good)人名；(英)古德；(瑞典)戈德

260 government 3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261 green 1 [gri:n] adj.绿色的；青春的 n.绿色；青春 vt.使…变绿色 vi.变绿色 n.(Green)人名；(英、意)格林；(瑞典、芬)格伦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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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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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happened 1 ['hæpəned] adj.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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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happening 1 ['hæpəniŋ] n.事件；意外发生的事 v.发生；碰巧（happen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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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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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h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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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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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health 2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271 height 1 [hait] n.高地；高度；身高；顶点

272 helicopters 1 ['helɪkɒptəz] n. 直升机 名词helicopter的复数形式.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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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helps 1 ['helps] v. 帮助；有助于；促进（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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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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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highest 1 ['haiist] adj.最高的

278 h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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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hoggin 1 ['hɔgin] n.含沙碎石；粗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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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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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Houston 1 ['hju:stən] n.休斯顿（美国得克萨斯州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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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hungry 1 ['hʌŋgri] adj.饥饿的；渴望的；荒年的；不毛的

285 hydrogel 1 ['haidrəudʒəl] n.[物化]水凝胶

286 hydropower 1 n.水力发出的电力；水力发电

287 Iceland 2 ['aislənd] n.冰岛（欧洲岛名，在大西洋北部，近北极圈）

288 Icelandic 1 [ais'lændik] adj.冰岛的；冰岛人的；冰岛语的 n.冰岛语

289 if 4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290 igloos 1 ['ɪɡlu ]ː n. （爱斯基摩人用冰雪凝块砌成的）拱形圆顶小屋；冰屋

291 illegal 2 adj.[法]非法的；违法的；违反规则的 n.非法移民，非法劳工

292 illegally 1 [i'li:gəli] adv.非法地

293 impact 2 n.影响；效果；碰撞；冲击力 vt.挤入，压紧；撞击；对…产生影响 vi.影响；撞击；冲突；压紧（on，upon，with）

294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295 improve 2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296 in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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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inaudible 5 [in'ɔ:dəbl] adj.听不见的；不可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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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increase 2 [in'kri:s, 'inkri:s] n.增加，增长；提高 vi.增加，增大；繁殖 vt.增加，加大 n.(Increase)人名；(英)英克里斯

300 increased 1 [ɪn'kriː 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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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industries 1 ['ɪndəstri] n. 工业；产业；行业；勤勉；勤劳

303 information 2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304 injured 1 ['indʒəd] adj.受伤的；受损害的

305 insist 1 [in'sist] vt.坚持，强调 vi.坚持，强调

306 inspired 1 [in'spaiəd] adj.有灵感的；官方授意的 v.激发（inspire的过去分词）；鼓舞

307 instrument 1 ['instrumənt, 'instrə-, -ment] n.仪器；工具；乐器；手段；器械

308 instruments 1 ['ɪnstrəmənt] n. 仪器；乐器；工具；器械 v. 用器械（或仪器）装备；向…提交文书

309 intended 2 [in'tendid] adj.故意的，有意的；打算中的 n.已订婚者 v.打算；准备（intend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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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intensive 1 [in'tensiv] adj.加强的；集中的；透彻的；加强语气的 n.加强器

311 interfere 1 [,intə'fiə] vi.干涉；妨碍；打扰 vt.冲突；介入

312 interference 2 [,intə'fiərəns] n.干扰，冲突；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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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Internet 1 ['intənet] n.因特网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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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involving 1 [ɪn'vɒlvɪŋ] adj.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

317 ipcc 1 abbr.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318 is 2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319 isn 1 abbr. 集成供应网络(=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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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it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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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items 1 ['aɪtəm] n. 项目；条款；一件商品（或物品）；一则或一条新闻 adv.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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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itself 2 [it'self] pron.它自己；它本身

325 January 2 ['dʒænjuəri] n.一月

326 June 2 n.六月；琼（人名，来源于拉丁语，含义是“年轻气盛的六月”）

327 ju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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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kilos 1 英 [kɪ'ləʊs] 美 [kɪ'loʊs] n. 千克；公斤 名词kilo的复数形式.

329 ki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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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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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la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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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landings 1 ['lændɪŋz] 出煤量

333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334 last 2 [lɑ:st, læst] n.末尾，最后；上个；鞋楦（做鞋的模型） adj.最后的；最近的，最新的；仅剩的；最不可能…的 vi.持续；维
持，够用；持久 vt.度过，拖过；使维持 adv.最后地；上次，最近；最后一点 n.(Last)人名；(英、德、葡、罗、瑞典)拉斯特

335 late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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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lead 1 [[li:d] [led]] n.领导；铅；导线；榜样 vt.领导；致使；引导；指挥 vi.领导；导致；用水砣测深 adj.带头的；最重要的 n.
(Lead)人名；(英)利德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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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letter 1 ['letə] n.信；字母，文字；证书；文学，学问；字面意义 vt.写字母于 vi.写印刷体字母 n.(Letter)人名；(英)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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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lockdown 1 ['lɔkdaun] n.一级防范禁闭（期）

342 long 4 n.长时间；[语]长音节；（服装的）长尺寸；长裤 adj.长的；过长的；做多头的；长时间的；冗长的，长音 vi.渴望；热
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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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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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Los 1 [lɔ:s] abbr.视线（LineofSight）；月球轨道航天器（LunarOrbiterSpacecraft） n.(Los)人名；(匈)洛什；(俄、西、瑞典、塞、
英)洛斯

346 lots 1 [lɔts] n.大量，许多；一堆；命运（lot的复数） adv.很，非常 v.抽签；分组；把（土地）划分成块（lot的三单形式）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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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lunch 1 n.午餐 vt.吃午餐；供给午餐 vi.吃午餐；供给午餐

349 ma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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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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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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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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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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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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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mal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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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manmade 1 英 ['mænmeɪd] 美 ['mænˌmeɪd] adj. 人造的、合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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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mask 2 [mɑ:sk, mæsk] n.面具；口罩；掩饰 vi.掩饰；戴面具；化装 vt.掩饰；戴面具；使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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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 meal 1 [mi:l] n.一餐，一顿饭；膳食 vi.进餐

360 meaningful 1 ['mi:niŋful] adj.有意义的；意味深长的

361 meat 3 [mi:t] n.肉，肉类（食用）

362 meter 1 [mi:tə] n.米；仪表；[计量]公尺；韵律 vt.用仪表测量 vi.用表计量 n.(Meter)人名；(英)米特；(塞)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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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 methamphetamine 1 [,meθæm'fetəmi:n, -min] n.甲基苯丙胺；脱氧麻黄碱（中枢兴奋药，等于meth，Speed）

365 method 1 ['meθəd] n.方法；条理；类函数 adj.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

366 methods 1 ['meθədz] n.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

367 mineralization 1 [,minərəlai'zeiʃən, -li'z-] n.矿化；[地质]矿化作用；使含矿物

368 minimize 1 ['minimaiz] vt.使减到最少；小看，极度轻视 vi.最小化

369 mismatched 1 [mɪs'mætʃɪd] adj. 不相配的；不势均力敌的 动词mismatc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370 mix 1 [miks] vt.配制；混淆；使混和；使结交 vi.参与；相混合；交往 n.混合；混合物；混乱 n.(Mix)人名；(德、英)米克斯

371 mixed 1 [mikst] adj.混合的；形形色色的；弄糊涂的 v.混合；弄混（mix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72 molecules 2 ['mɒlɪkju lːz] n. [化]分子学 名词molecule的复数形式.

373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374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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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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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 m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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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 Myer 1 n. 迈尔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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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named 2 [neimd] adj.命名的；指定的；被指名的 v.命名；任命（name的过去分词）；称呼

381 names 1 [neɪmz] n. 复合名 名词nam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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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 nationwide 1 ['neiʃənwaid] adj.全国范围的；全国性的 adv.在全国

384 near 4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385 need 3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386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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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 Newark 1 ['nju:ək] n.纽瓦克市（美国新泽西州港市）

389 nex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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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 no 1 [nəu] adv.不 adj.没有；不是 n.不；否决票 abbr.数字（number）；元素锘（nobelium）的符号 n.(No)人名；(柬)诺；(越)努

391 noggin 1 ['nɔgin] n.小杯；少量饮料

392 not 5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393 now 1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394 numb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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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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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 occurred 1 [ə'kɜːd] adj. 发生的 动词occu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96 of 42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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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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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 On 12 [ɔn, ɔ:n, ən, n] adv.向前地；作用中，行动中；继续着 prep.向，朝……；关于；在……之上；在……时候 adj.开着的；发生
着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400 one 6 [wʌn] pron.一个人；任何人 adj.一的；唯一的 n.一 num.一；一个 n.(One)人名；(老)温

401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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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 operational 1 [,ɔpə'reiʃənəl] adj.操作的；运作的

404 operations 1 n.运营；运作；业务操作（operation的复数）

405 opioid 1 ['əupiɔid] n.[生化]阿片样物质；类鸦片

406 o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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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 orca 1 ['ɔ:kə] n.逆戟鲸（等于Orcinusorca）；类逆戟鲸；兽人；魔鬼

408 Oscar 1 ['ɔskə] n.（美）奥斯卡金像奖；钱；奥斯卡（男子名）

409 other 8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410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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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o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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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overdose 3 ['əuvədəus, ,əuvə'dəus] vt.配药过量；使过分沉溺 n.药量过多（等于overdosage） vi.服药过量；过分沉溺

414 overdoses 4 英 ['əʊvədəʊs] 美 ['oʊvərdoʊs] n. 配药量过多；过量 v. （使）服过量的药

415 owns 1 英 [əʊn] 美 [oʊn] adj. 自己的；特有的 n. 自己的东西 v. 承认；拥有

416 packages 1 ['pækɪdʒ] n. 包裹；整批交易 vt. 把 ... 打包；把 ... 进行推销

417 pain 1 [pein] n.疼痛；努力 vt.使…痛苦；使…烦恼 vi.感到疼痛；引起疼痛 n.(Pain)人名；(意)帕因；(俄)派因；(法)潘；(英)佩因

418 painkillers 2 n.止痛药( painkiller的名词复数 )

419 pandemic 2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420 parent 1 ['pεərənt] n.父亲（或母亲）；父母亲；根源 n.(Parent)人名；(法)帕朗；(英、西)帕伦特

421 patients 1 ['peɪʃənts] n.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

422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423 percen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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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 period 2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425 permeable 1 ['pə:miəbl] adj.能透过的；有渗透性的

426 phony 1 ['fəuni] adj.假的，欺骗的 n.假冒者；赝品

427 pilots 4 ['paɪləts] n. 飞行员；向导 名词pilot的复数形式.

428 pipes 2 [paips] n.管线，管道；[材]管子（pipe复数形式） v.吹奏管乐；尖声叫嚷（pip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Pipes)人名；
(英)派普斯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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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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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 plan 4 [plæn] n.计划；平面图 vt.计划；设计；打算 vi.计划；打算 n.(Plan)人名；(瑞典)普兰；(法)普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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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 plans 1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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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 plants 1 [p'lɑːnts] n. 植物花卉；工厂（名词plant的复数形式） v. 种植；设立；建立；安插；栽赃（动词pl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
式）

436 plot 3 [plɔt] n.情节；图；阴谋 vt.密谋；绘图；划分；标绘 vi.密谋；策划；绘制 n.(Plot)人名；(捷)普洛特；(法)普洛

437 poker 1 ['pəukə] n.拨火棍；纸牌戏；（用棍）戳的人 vt.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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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 poor 1 [puə, pɔ:] adj.贫穷的；可怜的；贫乏的；卑鄙的 n.(Poor)人名；(英、伊朗)普尔

439 pore 1 [pɔ:] vi.细想；凝视；熟读 n.气孔；小孔 vt.使注视 n.(Pore)人名；(西、芬、加纳、法)波雷

440 pores 1 ['pɔː z] n. 气孔 名词pore的复数形式.

441 positioned 1 [pə'zɪʃənd] adj. 放置的 动词positio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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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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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 pow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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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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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447 previous 1 ['pri:vjəs] adj.以前的；早先的；过早的 adv.在先；在…以前

448 prides 1 [praɪd] n. 骄傲；自豪；自尊心；引以自豪的东西 vt. 以 ... 自豪

449 problem 2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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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 proc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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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 professor 2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453 promises 1 ['prɒmɪsɪz] n. 承诺 名词promise的复数形式.

454 proportion 1 n.比例，占比；部分；面积；均衡 vt.使成比例；使均衡；分摊

455 protection 1 [prəu'tekʃən] n.保护；防卫；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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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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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 radar 3 ['reidə] n.[雷达]雷达，无线电探测器 n.(Radar)人名；(塞)拉达尔

459 radio 1 ['reidiəu] n.收音机；无线电广播设备 vi.用无线电进行通信 vt.用无线电发送 n.(Radio)人名；(西)拉迪奥

460 rap 1 [ræp] vt.抢走；轻敲；敲击致使；使着迷 vi.敲击；交谈 n.轻敲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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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 reading 1 ['ri:diŋ] n.阅读，朗读；读物；读数 adj.阅读的 v.阅读（read的ing形式）

463 readings 1 n. 读物 名词reading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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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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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 recorded 1 [ri'kɔ:did] adj.记录的 v.记录；录音（record的过去分词）

467 reduce 2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468 reducing 2 英 [rɪ'djuːsɪŋ] 美 [rɪ'duːsɪŋ] n. 减低；还原；减肥 动词re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

469 regional 1 ['ri:dʒənəl] adj.地区的；局部的；整个地区的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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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 renewable 2 [ri'nju:əbl] adj.可再生的；可更新的；可继续的 n.再生性能源

472 renewables 1 n.可继续的，可续订的( renewable的名词复数 )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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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 reporting 2 英 [rɪ'pɔː tɪŋ] 美 [rɪ'pɔː rtɪŋ] n. 报告 adj.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

475 researching 1 英 [rɪ'sɜ tːʃ] 美 [rɪ'sɜ rːtʃ] n. 研究；调查 v. 研究；调查

476 responsibly 1 [ri'spɔnsəbli] adv.负责地，可信赖地

477 riddle 2 ['ridl] vt.解谜；给...出谜；充满于 n.谜语；粗筛；谜一般的人、东西、事情等 vi.出谜 n.(Riddle)人名；(英)里德尔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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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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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 rocks 2 n.[岩]岩石，岩礁；岩石礁石（rock复数形式） v.轻轻摇摆；发抖；演唱摇滚乐（rock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Rocks)
人名；(英、德)罗克斯

481 rojas 3 n. 罗哈斯(在阿根廷；西经 60º45' 南纬 34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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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 rolled 1 [rəuld] adj.轧制的；滚制的 v.使…转动；摇摆（roll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

483 rollout 1 ['rəulaut] n.首次展示；[航]滑跑（飞机着陆时在跑道上滑跑减速的阶段）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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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 runway 1 ['rʌnwei] n.跑道；河床；滑道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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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7 safe 2 [seif] adj.安全的；可靠的；平安的 n.保险箱；冷藏室；纱橱 n.(Safe)人名；(几)萨菲

488 safety 1 ['seifti] n.安全；保险；安全设备；保险装置；安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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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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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 sandwich 2 ['sænwidʒ] vt.夹入；挤进；把...做成三明治 n.三明治；夹心面包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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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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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 says 8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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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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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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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 segments 1 [seɡ'mənts] n. 段

499 seized 1 ['siː zd] adj. 查封的，扣押的 v. 逮住，抓住，咬住（动词seize的过去式,动词seize的过去分词）

500 sends 1 [sendz] n. 随浪上浮 名词send的复数形式.

501 service 1 ['sə:vis] n.服务，服侍；服役；仪式 adj.服务性的；耐用的；服现役的 vt.维修，检修；保养 n.(Service)人名；(英)瑟维斯

502 se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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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504 severe 1 [si'viə] adj.严峻的；严厉的；剧烈的；苛刻的

505 shake 1 vt.动摇；摇动；震动；握手 vi.动摇；摇动；发抖 n.摇动；哆嗦

506 ships 1 [ʃɪps] n. 船舶 名词ship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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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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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 signals 1 ['sɪɡnəl] n. 信号；标志 v. (发信号)通知、表示 adj. 显著的

510 significantly 1 adv.显著地；相当数量地

511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512 simulator 1 ['simjuleitə] n.模拟器；假装者，模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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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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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 size 1 [saiz] n.大小；尺寸 adj.一定尺寸的 vt.依大小排列 vi.可比拟

516 skin 2 [skin] n.皮肤；外皮 vt.剥皮 vi.愈合；长皮

517 skincare 2 英 ['skɪnkeə(r)] 美 ['skɪnker] n. 护肤品 adj. 护肤的

518 sky 1 [skai] n.天空；顶点 vt.把…投向空中；把…挂得过高 vi.踢或击高空球；把桨叶翘得过高；飞涨 n.(Sky)人名；(英)斯凯

519 slice 1 [slais] n.薄片；部分；菜刀，火铲 vt.切下；把…分成部分；将…切成薄片 vi.切开；割破

520 smartphones 1 [s'mɑ tːfəʊnz] 智能手机

521 snake 1 [sneik] n.蛇；阴险的人 vi.迂回前进 vt.拉（木材等）；迂回前进

522 s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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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 sold 2 [səuld] v.卖，销售（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old)人名；(瑞典)索尔德

524 som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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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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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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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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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 sources 2 英 [sɔː s] 美 [sɔː rs] n. 来源；发源地；原始资料 v. 从...获得

528 specially 1 ['speʃəli] adv.特别地；专门地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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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 speeds 1 [spiː d] n. 速度；迅速 v. 加速；急行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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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 sponge 1 [spʌndʒ] vt.抹掉；用海绵擦拭；讨得 vi.采集海绵；过寄生生活；海绵般地吸收 n.海绵；海绵状物

533 spring 3 [spriŋ] n.春天；弹簧；泉水；活力；跳跃 adj.春天的 vi.生长；涌出；跃出；裂开 vt.使跳起；使爆炸；突然提出；使弹
开 n.(Spring)人名；(德)施普林；(英、芬、瑞典)斯普林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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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 station 1 n.车站；驻地；地位；身份 vt.配置；安置；驻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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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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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 stone 1 [stəun] n.石头；结石；[宝]宝石 adj.石的，石制的 vt.向扔石块；用石头铺 n.(Stone)人名；(捷)斯托内；(瑞典)斯托内；
(英)斯通

539 sto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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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 storage 2 ['stɔridʒ] n.存储；仓库；贮藏所

541 store 2 [stɔ:] n.商店；储备，贮藏；仓库 vt.贮藏，储存 n.(Store)人名；(德)施托雷

542 stored 1 [stɔː d] adj. 存信息的；存储的 动词st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43 strength 1 [streŋθ, streŋkθ] n.力量；力气；兵力；长处

544 stronger 1 [英[strɒŋə(r)] 美[strɒŋə]] adj.更强壮的

545 stud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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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 sucking 1 ['sʌkiŋ] adj.吸奶的；授乳的；尚未断奶的；乳臭未干的 v.吸入（suck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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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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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 sure 1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550 surrounding 1 [sə'raundiŋ] adj.周围的，附近的 n.环境，周围的事物

551 Swiss 1 [swis] adj.瑞士的；瑞士人的；瑞士风格的 n.瑞士人；瑞士腔调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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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3 synthetic 1 [sin'θetik] adj.综合的；合成的，人造的 n.合成物

554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555 systems 3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556 taj 2 [tɑ:dʒ, tɑ:ʒ] n.印度泰姬陵；（伊斯兰托钵僧戴的）圆锥形高帽 n.(Taj)人名；(伊朗、巴基、阿拉伯)塔杰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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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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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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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 tensions 1 ['tenʃn] n. 紧张；拉力；张力；紧张状态；[电]电压 vt. 使拉紧；使绷紧

561 tha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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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 thank 1 [θæŋk] vt.感谢 n.感谢 int.谢谢

563 that 29 [ðæt, 弱ðət, ðt] pron.那；那个 adv.那么；那样 conj.因为；以至于 adj.那；那个 n.(That)人名；(德)塔特

564 the 7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565 their 3 [ðεə, 弱ðər] pron.他们的，她们的；它们的 n.(Their)人名；(英)蒂尔；(芬、瑞典)泰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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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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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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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8 these 5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569 they 1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570 things 2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571 this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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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 those 4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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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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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 throttles 1 英 ['θrɒtl] 美 ['θrɑ tːl] n. 节流阀；油门；喉咙 v. 扼喉咙；使窒息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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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 ti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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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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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 to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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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 today 3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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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 tons 2 [tʌnz] ad. [口]极其；非常

583 total 1 ['təutəl] adj.全部的；完全的；整个的 vt.总数达 vi.合计 n.总数，合计 n.(Total)人名；(法、德)托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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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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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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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 trivia 1 ['triviə] n.琐事

588 tubes 1 英 [tjuːb] 美 [tuːb] n. 管子；管状物；<英>地铁；电视；管状器官 v. 提供或装上管子

589 turn 1 vt.转动，使旋转；转弯；翻过来；兑换 vi.转向；转变；转动 n.转弯；变化；(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行为，举动，举止 n.
(Turn)人名；(德、匈)图恩

590 twice 1 [twais] adv.两次；两倍

591 two 3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592 underground 2 ['ʌndəgraund] adv.在地下；秘密地 adj.地下的；秘密的；先锋派的 n.地下；地铁；地道；地下组织；秘密活动；
先锋派团体

593 unidentified 14 adj.未经确认的；未辨别出的，身份不明的

594 unintended 1 [ˌʌnɪn'tendɪd] adj. 非计划中的；非故意的

595 united 2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596 university 2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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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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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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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used 2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601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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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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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4 ve 2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605 verizon 2 威瑞森（美国第一家提供320万像素照相手机配套销售的无线营运商）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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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 vessel 1 ['vesəl] n.船，舰；[组织]脉管，血管；容器，器皿 n.(Vessel)人名；(荷)费塞尔；(俄、意、捷)韦塞尔

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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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9 visibility 1 [,vizi'biləti] n.能见度，可见性；能见距离；明显性

610 volcanic 1 [vɔl'kænik] adj.火山的；猛烈的；易突然发作的 n.火山岩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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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 warming 1 ['wɔ:miŋ] n.加温，暖和；气温升高 adj.让人感到暖和的 v.加温；兴奋；同情（warm的ing形式） n.(Warming)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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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瑞典)瓦明

613 warnings 1 n. 警告信息（warning的复数形式）

614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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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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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 wa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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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 w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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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 w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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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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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 we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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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 wh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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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 when 5 conj.考虑到；既然；当…时；在…时；如果 adv.什么时候，何时；（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在那时；其时；当时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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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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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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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 who 1 pron.谁；什么人

628 why 2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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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 wireless 3 ['waiəlis] adj.无线的；无线电的 n.无线电 vt.用无线电报与…联系；用无线电报发送 vi.打无线电报；打无线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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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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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 word 1 [wə:d] n.[语]单词；话语；消息；诺言；命令 vt.用言辞表达 n.(Word)人名；(英)沃德

634 work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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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 world 4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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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7 worried 1 ['wʌrid, 'wə:rid] adj.担心的

638 worse 1 [wə:s, 'wə:s] adj.更坏的；更差的；更恶劣的（bad的比较级）；（病情）更重的（ill的比较级） adv.更糟；更坏；更恶劣
地；更坏地 n.更坏的事；更恶劣的事

639 wort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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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ap 1 [ræp] vt.包；缠绕；隐藏；掩护 vi.包起来；缠绕；穿外衣 n.外套；围巾

642 year 5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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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 you 7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645 your 7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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