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nn10 2022-01-24 词汇表词汇表

1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2 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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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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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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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ctions 1 ['ækʃ(ə)nz] n.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

6 actually 1 adv.实际上；事实上

7 advances 1 [əd'vaː nsɪz] n. 接近；主动姿态（名词advance的复数形式） v. 前进，进展（动词advan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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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g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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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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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lgorithms 1 ['ælɡərɪðəm] n. 算法

12 all 3 [ɔ:l] adj.全部的 adv.全然地；越发 n.全部 pron.全部 n.(All)人名；(瑞典)阿尔；(英)奥尔

13 almost 3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14 already 2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5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6 amazingly 1 [ə'meiziŋli] adv.令人惊讶地；惊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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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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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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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mounts 1 [ə'maʊnt] n. 数量；总额 vi. 总计；等于

21 an 6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2 analysis 1 [ə'næləsis] n.分析；分解；验定

23 analyst 1 ['ænəlist] n.分析者；精神分析医师；分解者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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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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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ngeles 2 ['ændʒələs] n.安杰利斯（姓氏）；天使城（菲律宾地名）

27 answers 1 英 ['ɑːnsə(r)] 美 ['ænsər] v. 回答；答复；接电话 n. 答案；回答；答复

28 anticipation 1 [æn,tisi'peiʃən] n.希望；预感；先发制人；预支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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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are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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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arm 1 n.手臂；武器；袖子；装备；部门 vi.武装起来 vt.武装；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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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array 1 [ə'rei] n.数组，阵列；排列，列阵；大批，一系列；衣服 vt.排列，部署；打扮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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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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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assets 1 ['æset] n. 资产；优点；有用的东西

37 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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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athlete 1 ['æθli:t] n.运动员，体育家；身强力壮的人

39 athletes 3 ['æθliː ts] 运动员

40 athletic 1 [æθ'letik] adj.运动的，运动员的；体格健壮的

41 attach 1 [ə'tætʃ] vt.使依附；贴上；系上；使依恋 vi.附加；附属；伴随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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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力特快 www.listeningexpress.com

http://www.listeningexpress.com/


43 avoiding 1 [ə'vɔɪd] vt. 避免；逃避；[律]使无效；撤销

44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45 back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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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bag 1 [[bæg] n.袋；猎获物；（俚）一瓶啤酒 vt.猎获；把…装入袋中；占据，私吞；使膨大 vi.松垂

47 ban 1 [bæn] vt.禁止，取缔 n.禁令，禁忌 n.(Ban)人名；(日)蕃(名)；(缅、老、柬)班；(东南亚国家华语)万；(法)邦；(中)饼(广东
话·威妥玛)；(德、塞、罗、阿拉伯)巴恩；(英)班恩

48 bank 4 [bæŋk] n.银行；岸；浅滩；储库 vt.将…存入银行；倾斜转弯 vi.堆积；倾斜转弯 n.(Bank)人名；(英、德、俄)班克；(法、
匈)邦克

49 banned 1 [bæn] v. 禁止；剥夺权利 n. 禁令；禁止

50 Barbour 1 ['bɑ:bə] n.巴伯衫（商标名称）

51 based 1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52 bath 1 [bɑ:θ/bæθ] n.沐浴；浴室；浴盆 vt.洗澡 vi.洗澡

53 be 9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54 because 6 [bi'kɔz] conj.因为

55 bedroom 1 ['bedru(:)m] n.卧室 adj.两性关系的；城郊住宅区的

56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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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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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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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besides 1 [bi'saidz] adv.此外；而且 prep.除…之外

61 bets 1 [bet] v. 打赌；确信无疑 n. 赌注；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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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beyo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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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bidding 1 ['bidiŋ] n.投标；出价；命令

65 big 1 [big] adj.大的；重要的；量大的 adv.大量地；顺利；夸大地 n.(Big)人名；(土)比格

66 billion 2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67 bitcoin 4 点对点（peer-to-peer）基于网络的匿名数字货币

68 blocks 1 ['blɒks] n. 街区 名词block的复数形式.

69 body 1 ['bɔdi] n.身体；主体；大量；团体；主要部分 vt.赋以形体 n.(Body)人名；(英、法、罗)博迪

70 boondoggle 1 ['bu:n,dɔgl] n.手工品；细小而无用的事；劳动力和生产工具不经济的利用 vi.做无聊的工作

71 borrow 4 ['bɔrəu] vi.借；借用；从其他语言中引入 vt.借；借用 n.(Borrow)人名；(英)博罗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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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British 1 ['britiʃ] adj.英国的；英国人的；大不列颠的 n.英国人

74 bundesliga 1 n. 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简称德甲；德国最高等级的职业足球联赛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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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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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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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California 1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79 ca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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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car 2 [kɑ:] n.汽车；车厢 n.(Car)人名；(土)贾尔；(法、西)卡尔；(塞)察尔

81 Carl 3 [kɑ:l] n.卡尔（男名）

82 catapult 2 ['kætəpʌlt] n.弹弓；石弩；飞机弹射器；（飞机上的）座椅弹射器 vt.用弹弓射；用弹射器发射；猛投 vi.用弹射器弹
射；快速移动

83 causing 1 [kɔː z] vt. 引起；使发生 n. 原因；理由；事业

84 central 2 ['sentrəl] adj.中心的；主要的；中枢的 n.电话总机

85 centralized 1 [sentrəlaɪzd] adj. 集中的 动词central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6 century 1 ['sentʃuri] n.世纪，百年；（板球）一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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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88 changes 1 [tʃendʒs] n.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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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charge 1 [tʃɑ:dʒ] n.费用；电荷；掌管；控告；命令；负载 vt.使充电；使承担；指责；装载；对…索费；向…冲去 vi.充电；控
告；索价；向前冲；记在账上 n.(Charge)人名；(法)沙尔热；(英)查奇

91 chest 1 [tʃest] n.胸，胸部；衣柜；箱子；金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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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choose 1 [tʃu:z] vt.选择，决定 vi.选择，挑选

94 Cities 1 n.都市（歌曲名）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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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clothing 1 ['kləuðiŋ] n.（总称）[服装]服装；帆装 v.覆盖（clothe的ing形式）；给…穿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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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coaches 1 英 [kəʊtʃ] 美 [koʊtʃ] n. 教练；经济舱；(火车)客车车厢；四轮马车 v. 指导；训练

99 coastal 1 ['kəustəl] adj.沿海的；海岸的

100 collar 1 ['kɔlə] n.衣领；颈圈 vt.抓住；给…上领子；给…套上颈圈 n.(Collar)人名；(法)科拉尔；(西)科利亚尔；(英)科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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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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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104 company 2 ['kʌmp(ə)ni] n.公司；陪伴，同伴；连队 vi.交往 vt.陪伴 n.(Company)人名；(西)孔帕尼；(英)康帕尼

105 compass 1 ['kʌmpəs] n.指南针，罗盘；圆规 vt.包围

106 competing 1 [kəm'piː tɪŋ] adj. 竞争的；抵触的；相互矛盾的 动词compet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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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computerized 1 [kəm'pju tːə̩ raɪzd] adj. 用计算机操作(管理)的 动词computer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09 computers 2 [kəm'pju tːəz] n.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

110 concerns 1 [kən'sɜːnz] n.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

111 cons 1 [kɔns] abbr.面向连接的网络服务（ConnectionOrientedNetworkService） n.(Cons)人名；(英)康斯；(法、西)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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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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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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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conviction 1 n.定罪；确信；证明有罪；确信，坚定的信仰

116 cooked 1 [kukt] adj.煮熟的 v.煮（cook的过去式、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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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correct 1 [kə'rekt] vt.改正；告诫 vi.调整；纠正错误 adj.正确的；恰当的；端正的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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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costs 1 ['kɒsts] n. 费用；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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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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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cover 1 vt.包括；采访，报导；涉及；行走（一段路程）；掩护；翻唱 n.封面，封皮；盖子；掩蔽物;幌子，借口 vi.覆盖；代
替；敷衍；给…投保； n.(Cover)人名；(英)科弗；(意)科韦尔

124 coverage 1 n.覆盖，覆盖范围；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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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crypto 11 ['kriptəu] n.秘密赞同者；秘密党员

127 cryptocurrency 1 英[krɪptəʊkʌrənsi] 美[krɪptoʊkɜ rːənsi] 加密货币

128 cured 1 ['kjʊəd] adj. 治愈的 动词cu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9 currencies 6 英 ['kʌrənsi] 美 ['kɜ rːənsi] n. 货币；流通

130 currency 3 ['kərənsi] n.货币；通货

131 cusp 1 [kʌsp] n.尖头；尖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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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daily 1 ['deili] adj.日常的；每日的 n.日报；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日常地；每日；天天 n.(Daily)人名；(英)戴利

133 data 5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134 dating 1 ['deitiŋ] n.约会；记日期的；注明日期 v.约会；定日期（date的ing形式）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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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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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decades 1 n.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

138 deep 1 [di:p] n.深处；深渊 adj.深的；低沉的；深奥的 adv.深入地；深深地；迟 n.(Deep)人名；(英)迪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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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descriptive 2 [di'skriptiv] adj.描写的，叙述的；描写性的

141 determination 1 n.决心；果断；测定

142 determine 1 v.（使）下决心，（使）做出决定 vt.决定，确定；判定，判决；限定 vi.确定；决定；判决，终止；[主用于法律]
了结，终止，结束

143 develop 1 [di'veləp] vt.开发；进步；使成长；使显影 vi.发育；生长；进化；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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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46 difference 2 n.差异；不同；争执

147 digital 2 ['didʒitəl] adj.数字的；手指的 n.数字；键

148 disadvantaged 1 [disədi'vɑ:ntidʒd] adj.贫困的；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地位低下的 n.弱势团体；不利条件 v.使处于不利地位
（disadvant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9 diverse 1 [dai'və:s, di-] adj.不同的；多种多样的；变化多的

150 do 4 n.要求；规定；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做；干；学习；研究；进行；完成；解答；整理；算出；引起；行过 aux.助动词
（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代替动词）；（用于加强语气） vi.行，足够；生长 n.（英）多（人名Dorothea和Dorothy的昵
称） n.（口语）事件；（主英国口语）诈骗；（主英国、新西兰口语）宴会；（口语）必须做到的事情

151 dog 3 [dɔg, dɔ:g] n.狗；丑女人；卑鄙的人；(俚)朋友 vt.跟踪；尾随

152 dogged 1 ['dɔgid] adj.顽强的；顽固的 vt.跟踪；尾随（dog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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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dow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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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dramatic 1 adj.戏剧的；急剧的；引人注目的；激动人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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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drone 1 n.雄蜂；嗡嗡的声音；懒惰者 n.无人机（非正式） vi.嗡嗡作声；混日子 vt.低沉地说 n.n.(Drone)人名；(法)德罗纳

158 dropped 1 [drɒpt] v. 降下(减少；划线；停止；除去)

159 economies 2 [ɪ'kɒnəmɪz] 节约；经济（名词economy的复数形式）

160 economy 1 [i'kɔnəmi] n.经济；节约；理财 n.(Economy)人名；(英)伊科诺米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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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ffect 2 [i'fekt] n.影响；效果；作用 vt.产生；达到目的

163 effects 3 [i'fekts] n.效果（effect的复数形式）；财物

164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165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166 elite 3 [ei'li:t, i'li:t] n.精英；精华；中坚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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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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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ngland 1 n.英格兰

170 epl 1 abbr. [军] Entineering Parts List；工程零件表

171 escrow 1 ['eskrəu, es'k-] n.由第三者保存附带条件委付盖印的契约 vt.把…暂交第三者保管以待条件实现

172 et 2 [i:ti:] conj.（拉丁语）和（等于and）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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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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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every 3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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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volution 1 [,i:və'lu:ʃən, ,ev-] n.演变；进化论；进展

177 evolving 1 [ɪ'vɒlvɪŋ] adj. 进化的；展开的 动词evolve的现在分词.

178 example 3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179 excluding 1 [ik'sklu:diŋ] prep.将……排除在外；不包括…… v.排除；除外；拒绝（exclude的ing形式）

180 exerting 1 英 [ɪɡ'zɜ tː] 美 [ɪɡ'zɜ rːt] vt. 运用；施加

181 exertion 1 [ig'zə:ʃən] n.发挥；运用；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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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xpensive 1 [ik'spensiv] adj.昂贵的；花钱的

184 fall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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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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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far 1 [fɑ:] adv.很；遥远地；久远地；到很远的距离；到很深的程度 adj.远的；久远的 n.远方 n.(Far)人名；(德、西、塞)法尔

187 farther 1 ['fɑ:ðə] adv.更远地；此外；更进一步地 adj.进一步的；更远的（far的比较级）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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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fatigue 1 [fə'ti:g] n.疲劳，疲乏；杂役 vt.使疲劳；使心智衰弱 vi.疲劳 adj.疲劳的

190 Feder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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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feedback 1 ['fi:dbæk] n.反馈；成果，资料；回复

192 female 9 ['fi:meil] adj.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n.女人；[动]雌性动物

193 fetch 1 [fetʃ] vt.取来；接来；到达；吸引 vi.拿；取物；卖得 n.取得；诡计

194 fewer 2 ['fju:ə] adj.较少的 pron.较少数 int.较少数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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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fingertips 1 ['fɪŋɡətɪps] 指尖

197 firms 1 英 [fɜːm] 美 [fɜ rːm] n. 公司；商行 adj. 坚定的；结实的；坚固的；严格的 v. (使)变得坚实；确定 adv. 稳固地；坚定地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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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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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fixed 2 adj.确定的；固执的；<美口>处境...的；准备好的 v.修理（过去式）

201 flagging 1 ['flægiŋ] adj.下垂的；衰弱的 n.石板路；铺砌石板 v.悬旗于（flag的现在分词）

202 Flats 1 [flæts] n.[地理]平原，扁钢；低沼泽（flat的复数形式）

203 flood 1 [flʌd] vt.淹没；充满；溢出 vi.涌出；涌进；为水淹没 n.洪水；泛滥；一大批 n.(Flood)人名；(英)弗勒德；(瑞典、芬)弗洛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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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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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forced 1 adj.被迫的；强迫的；用力的；不自然的 v.强迫（force的过去式）

207 for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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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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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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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from 6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11 full 2 [ful] adj.完全的，完整的；满的，充满的；丰富的；完美的；丰满的；详尽的 adv.十分，非常；完全地；整整 vt.把衣服缝
得宽大 n.全部；完整

212 ga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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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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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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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globe 1 [gləub] n.地球；地球仪；球体 vt.使…成球形 vi.成球状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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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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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go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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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Goldman 1 [gəuld,mən] n.高曼（姓氏）

219 golf 2 [gɔlf] n.高尔夫球；高尔夫球运动 vi.打高尔夫球 n.(Golf)人名；(西、挪)戈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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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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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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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governments 2 ['gʌvənmənts] n. 政府；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

224 gre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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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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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grounds 1 [ɡ'raʊndz] n. 木砖 名词ground的复数形式.

227 growth 1 [grəuθ] n.增长；发展；生长；种植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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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had 1 v.有；吃；得到（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ux.已经（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

230 half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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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232 happening 1 ['hæpəniŋ] n.事件；意外发生的事 v.发生；碰巧（happen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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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haptic 2 ['hæptik] adj.触觉的

235 haptics 1 ['hæptiks] n.触觉论，触觉学

236 har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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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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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have 10 [hæv, 弱həv, əv, v] vt.有；让；拿；从事；允许 aux.已经 n.(Have)人名；(芬)哈韦；(德)哈弗

239 he 1 [hi:, 弱 hi, i:, i] n.男孩，男人；它（雄性动物） pron.他 n.(He)人名；(日)户(姓)；(朝)海；(柬)赫

240 heart 1 [hɑ:t] n.心脏；感情；勇气；心形；要点 vt.鼓励；铭记 vi.结心 n.(Heart)人名；(英)哈特

241 hel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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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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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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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herself 1 [hə:'self] pron.她自己（she的反身代词）；她亲自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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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hig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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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higher 4 ['haiə(r)] adj.更高的，较高的（high的比较级）

248 highest 1 ['haiist] adj.最高的

249 Hills 1 n.希尔思（猫粮品牌）

250 historically 1 [his'tɔrikəli] adv.历史上地；从历史观点上说

251 hockey 1 ['hɔki] n.曲棍球；冰球 n.(Hockey)人名；(英)霍基

252 hom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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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homebuyer 3 英 ['həʊmbaɪə(r)] 美 ['hoʊmbaɪər] 购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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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hooked 1 [hukt] adj.钩状的；吸毒成瘾的；入迷的 v.用钩固定；捉住（hook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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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hound 1 [haund] vt.追猎；烦扰；激励 n.猎犬；卑劣的人

258 hou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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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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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英)豪斯

259 how 8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260 howled 1 [haʊl] n. 长嚎；高声叫喊；啸鸣 v. 嚎叫；大声哭；吼叫着说出

261 hugely 1 ['hju:dʒli] adv.巨大地；非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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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hurling 2 ['hə:liŋ] n.爱尔兰式曲棍球；猛投 v.用力投掷（hurl的现在分词）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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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idea 2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266 ideally 1 [ai'diəli] adv.理想地；观念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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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imagination 1 [i,mædʒi'neiʃən] n.[心理]想象力；空想；幻想物

269 impac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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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improve 1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271 in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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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inaudible 2 [in'ɔ:dəbl] adj.听不见的；不可闻的

273 India 1 ['indiə] n.印度（南亚国家）

274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275 inflation 4 [in'fleiʃən] n.膨胀；通货膨胀；夸张；自命不凡

276 influence 1 ['influəns] n.影响；势力；感化；有影响的人或事 vt.影响；改变

277 info 1 ['infəu] n.信息；情报

278 instance 1 ['instəns] n.实例；情况；建议 vt.举...为例

279 insurance 1 [in'ʃuərəns] n.保险；保险费；保险契约；赔偿金

280 interes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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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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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inventories 1 英 ['ɪnvəntri] 美 ['ɪnvəntɔː ri] n. 详细目录；存货(清单) vt. 编制(详细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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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investors 2 [ɪn'vestəz] 投资者

285 is 2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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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it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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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its 5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289 January 1 ['dʒænjuəri] n.一月

290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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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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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karate 1 [kə'rɑ:te] n.空手道（日本的一种徒手武术）

294 key 1 [ki:] n.（打字机等的）键；关键；钥匙 vt.键入；锁上；调节…的音调；提供线索 vi.使用钥匙 adj.关键的 n.(Key)人名；
(英)基；(德、荷、瑞典)凯

295 kick 1 [kik] vt.踢；反冲，朝后座 n.踢；反冲，后座力 vi.踢；反冲 n.(Kick)人名；(德)基克

296 kin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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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know 3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298 knows 1 英 [nəʊ] 美 [noʊ] v. 了解；知道；认识 n. 知情

299 kozlowski 3 科兹洛夫斯基

300 lacrosse 1 [lə'krɔs] n.长曲棍球 n.(Lacrosse)人名；(法)拉克罗斯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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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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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laun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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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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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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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leave 1 [li:v] vt.离开；留下；遗忘；委托 vi.离开，出发；留下 n.许可，同意；休假

306 les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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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level 1 ['levəl] n.水平；标准；水平面 adj.水平的；平坦的；同高的 vi.瞄准；拉平；变得平坦 vt.使同等；对准；弄平 n.(Level)人
名；(法)勒韦尔

308 levels 1 ['levəlz] n.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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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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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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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loan 3 [ləun] n.贷款；借款 vi.借出 vt.借；借给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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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look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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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looking 3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317 Lo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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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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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losing 1 ['lu:ziŋ] n.损失；失败 adj.输的；失败的；导致失败的 v.失去；损失（lose的ing形式）；错过

320 lost 4 [lɔst, lɔ:st] adj.失去的；丧失的；迷惑的 v.遗失（lose的过去分词）；失败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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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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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lure 2 [ljuə] n.诱惑；饵；诱惑物 vt.诱惑；引诱 n.(Lure)人名；(英)卢尔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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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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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ma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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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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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managed 1 ['mænɪdʒ] v. 管理；经营；做成；设法对付；提供；有空

329 many 6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330 marathon 1 ['mærəθɔn] n.马拉松赛跑；耐力的考验 adj.马拉松式的；有耐力的 vi.参加马拉松赛跑

331 Marcos 1 n.马科斯（姓氏）

332 margins 1 ['mɑːdʒɪnz] n. 边际；[医]缘 名词margin的复数形式

333 mass 1 n.块，团；群众，民众；大量，众多；质量 adj.群众的，民众的；大规模的，集中的 vi.聚集起来，聚集 vt.使集合

334 match 1 [mætʃ] vt.使比赛；使相配；敌得过，比得上；相配；与…竞争 vi.比赛；匹配；相配，相称；相比 n.比赛，竞赛；匹
配；对手；火柴

335 maximize 1 ['mæksimaiz] vt.取…最大值；对…极为重视 vi.尽可能广义地解释；达到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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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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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means 2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339 measure 2 ['meʒə] n.测量；措施；程度；尺寸 vt.测量；估量；权衡 vi.测量；估量

340 measures 1 ['meʒəz] n. 措施；度量；尺寸；[音]拍子；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

341 medium 1 ['mi:diəm, -djəm] adj.中间的，中等的；半生熟的 n.方法；媒体；媒介；中间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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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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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migh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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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millie 3 ['mili] n.米莉（女子名）

345 mining 2 ['mainiŋ] n.矿业；采矿

346 mission 1 ['miʃən] n.使命，任务；代表团；布道 vt.派遣；向……传教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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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monetary 1 ['mʌnitəri] adj.货币的；财政的

349 money 6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350 month 2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351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352 more 6 [mɔ:] adv.更多；此外；更大程度地 adj.更多的；附加的 pron.更多的数量 n.更多 n.(More)人名；(英、法)莫尔；(意、西、
以)莫雷

353 mortgage 5 ['mɔ:gidʒ] vt.抵押 n.抵押 房屋抵押贷款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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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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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muscle 1 ['mʌsl] n.肌肉；力量 vt.加强；使劲搬动；使劲挤出 vi.使劲行进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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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needed 2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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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neighborhoods 1 ['neɪbɔː hʊdz] 生活社区

361 network 1 ['netwə:k] n.网络；广播网；网状物

362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363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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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 NFL 1 [ˌenef'el] abbr. 美国国家足球联盟（=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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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 Nike 1 ['naiki:] n.耐克（国际著名运动产品公司）；胜利女神；[军][航]奈克导弹（地对空导弹的一种）

368 n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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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 not 7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370 nothing 1 ['nʌθiŋ] neg.没什么；毫不 n.无；零；不关紧要之事 adv.毫不；决不 pron.无事；无物 int.什么也没有

371 notifications 1 n. 通知；通告；告示（notification的复数）

372 November 2 [nəu'vembə] n.十一月

373 now 7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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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 of 4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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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 offer 1 [ˈɒfə] vt.提供；出价；试图 n.提议；出价；意图；录取通知书 vi.提议；出现；献祭；求婚

378 offers 1 英 ['ɒfə(r)] 美 ['ɔː fər] vt. 提供；提出；（卖方）出价；贡献 vi. 提议；出现；求婚 n. 提议；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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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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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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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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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 on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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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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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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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 others 1 pron.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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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7 our 3 ['auə, ɑ:] pron.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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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 outlook 1 ['autluk, ,aut'luk] n.展望；观点；景色 vt.比……好看；用目光压倒 vi.朝外看

390 ove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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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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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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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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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 Paul 1 [pɔ:l] n.保罗（男子名）

395 p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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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 people 6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397 percen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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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 perfect 3 ['pə:fikt, pə'fekt] adj.完美的；最好的；精通的 vt.使完美；使熟练 n.完成式 n.(Perfect)人名；(英)珀费克特

399 performance 2 n.性能；绩效；表演；执行；表现

400 perimeter 1 [pə'rimitə] n.周长；周界；[眼科]视野计

401 piece 2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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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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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 players 1 n.队员，参与者；玩家（player的复数形式）；迷你音碟机，雷射唱盘（player的复数形式）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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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poin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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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 polo 1 ['pəuləu] n.马球；水球 n.(Polo)人名；(法、俄、西、意、芬、阿尔巴)波洛

408 popular 1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409 position 2 [pə'ziʃən] n.位置，方位；职位，工作；姿态；站位 vt.安置；把……放在适当位置

410 pre 1 abbr.炼油工程师（PetroleumRefiningEngineer）

411 predictive 1 [pri'diktiv] adj.预言性的；成为前兆的

412 prescriptive 2 [pri'skriptiv] adj.规定的，规范的；指定的

413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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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 prices 2 [praɪs] n. 价格；代价；价值 v. 给…定价；估价；贴价格标签；比较价格

416 pricier 1 adj.价格高的，昂贵的( pricey的比较级 )

417 processed 1 [p'rəsest] adj. 经加工的；处理的 动词proce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18 proposed 1 英 [prəʊ'pəʊzd] 美 [prə'poʊzd] adj. 被提议的

419 pros 1 [prəuz] n.赞成者；赞成的意见（pro的复数） abbr.舞台前部（proscenium）；诗体学（prosody） n.(Pros)人名；(法)普罗；
(捷、瑞典)普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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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 provides 1 [prə'vaɪd] v. 供给；提供；准备；规定；抚养

422 purchase 1 ['pə:tʃəs] n.购买；紧握；起重装置 vt.购买；赢得 vi.购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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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 putting 1 ['putiŋ] n.投掷；（高尔夫球）打球入洞 v.放置（put的ing形式）；轻击球；使球入洞的轻击（putt的ing形式）

425 qualifying 1 [k'wɒlɪfaɪɪŋ] adj. 使具有资格的 动词qualify的现在分词形式.

426 questions 1 ['kwestʃənz] n. 问题，疑问，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

427 raise 1 [reiz] vt.提高；筹集；养育；升起 vi.上升 n.高地；上升；加薪 n.(Raise)人名；(英)雷兹

428 raises 1 ['reɪzɪz] n. 加薪；增加 名词raise的复数形式.

429 rat 1 [ræt] n.鼠；卑鄙小人，叛徒 vi.捕鼠；背叛，告密 n.(Rat)人名；(法、意、印、瑞典)拉特；(泰)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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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rate 3 [reit] n.比率，率；速度；价格；等级 vt.认为；估价；责骂 vi.责骂；被评价 n.(Rate)人名；(法、塞)拉特

431 rate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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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 rather 1 ['rɑ:ðə, 'ræ-] adv.宁可，宁愿；相当 int.当然啦（回答问题时用） n.(Rather)人名；(英)拉瑟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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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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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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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 realtor 1 ['riəltə, -tɔ:] n.（美）房地产经纪人

437 recently 2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438 regulate 1 vt.调节，规定；控制；校准；有系统地管理

439 reichling 1 赖希林

440 related 1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441 relatively 1 ['relətivli] adv.相当地；相对地，比较地

442 rely 1 [ri'lai] vi.依靠；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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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 rescuing 1 ['reskju ]ː vt. 营救；援救 n. 营救；救援

445 reserve 2 n.储备，储存；自然保护区；预备队；缄默；[金融]储备金 vt.储备；保留；预约 vi.预订 n.(Reserve)人名；(法)勒塞尔
夫

446 retrieve 1 [ri'tri:v] vt.[计]检索；恢复；重新得到 vi.找回猎物 n.[计]检索；恢复，取回

447 revolution 2 [,revə'lu:ʃən] n.革命；旋转；运行；循环

448 righ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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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 ris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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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 ris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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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 risky 1 ['riski] adj.危险的；冒险的；（作品等）有伤风化的

452 rose 1 n.玫瑰；粉红色；蔷薇（花）；粉红色的葡萄酒 adj.玫瑰花的；玫瑰色的；粉红色的；带有玫瑰香味的 vt.使成玫瑰色，
使（面颊）发红；使有玫瑰香味 vi.起义(rise的过去式)；升起；（数量）增加；休会

453 runaway 1 ['rʌnə,wei] adj.逃亡的；逃走的 n.逃跑；逃走的人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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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 Russia 1 ['rʌʃə] n.俄罗斯

456 Sachs 1 [zaks] n.萨克斯（汽车零配件生产厂商）

457 safer 1 ['seɪfər] adj. 更安全的 形容词safe的比较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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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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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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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 sausage 1 ['sɔsidʒ, 'sɔ:-] n.香肠；腊肠；装香肠的碎肉

462 sa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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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 scale 1 [skeil] n.规模；比例；鳞；刻度；天平；数值范围 vi.衡量；攀登；剥落；生水垢 vt.测量；攀登；刮鳞；依比例决定 n.
(Scale)人名；(意)斯卡莱

464 scared 1 [skεəd] adj.害怕的 v.使害怕（scar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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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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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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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 see 1 vt.看见；理解；领会；觉察；拜访 vi.看；看见；领会 n.(See)人名；(英)西伊；(柬)塞；(德)泽

469 seem 1 [si:m] vi.似乎；像是；装作 n.(Seem)人名；(英)西姆

470 sensation 1 [sen'seiʃən] n.感觉；轰动；感动

471 sensations 1 n.感觉( sensation的名词复数 ); 感受; 知觉; 激动

听力特快 www.listeningexpress.com

http://www.listeningexpress.com/


472 sensitive 1 adj.敏感的；感觉的；[仪]灵敏的；感光的；易受伤害的；易受影响的 n.敏感的人；有灵异能力的人

473 seriously 1 ['siəriəsli, 'si:r-] adv.认真地；严重地，严肃地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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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 s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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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 shopping 1 ['ʃɔpiŋ] n.购物，买东西 v.购物（shop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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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 shoulder 1 ['ʃəuldə] n.肩，肩膀；肩部 vt.肩负，承担 vi.用肩推挤，用肩顶

479 show 2 [ʃəu] vt.显示；说明；演出；展出 vi.显示；说明；指示 n.显示；表演；炫耀 n.(Show)人名；(中)邵(普通话·威妥玛)；(英)
肖

480 showing 1 ['ʃəuiŋ] n.放映；表演；陈列 v.展示（show的ing形式）

481 significant 1 [sig'nifikənt] adj.重大的；有效的；有意义的；值得注意的；意味深长的 n.象征；有意义的事物

482 signs 1 [saɪn] n. 手势；招牌；符号；迹象；正负号 v. 签；签名；做手势；做标记

483 Simon 1 ['saimən] n.西蒙（男子名）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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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 skills 1 技能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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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7 slipped 1 [slipt] adj.打滑的 v.[公路]打滑（slip的过去分词形式）

488 slow 1 [sləu] adj.慢的；减速的；迟钝的 vi.变慢；变萧条 vt.放慢；阻碍 adv.慢慢地；迟缓地 n.(Slow)人名；(英)斯洛

489 small 1 [smɔ:l] adj.少的，小的；微弱的；几乎没有的；不重要的；幼小的 adv.小小地；卑鄙地 n.小件物品；矮小的人 n.(Small)
人名；(英)斯莫尔

490 smelled 1 [生理]

491 so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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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 soar 1 [sɔ:] vi.高飞；高耸；往上飞舞 n.高飞；高涨 n.(Soar)人名；(英、葡)索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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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 som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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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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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 someth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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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7 sometime 1 ['sʌmtaim] adv.改天；来日；在某一时候 adj.以前的；某一时间的

498 soon 2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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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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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 spend 1 [spend] vt.度过，消磨（时光）；花费；浪费；用尽 vi.花钱；用尽，耗尽 n.预算

502 sports 5 n.运动；运动会（sport的复数）；（报纸）体育版面；突变；娱乐 adj.运动的；适用于运动的 v.娱乐；戏弄（sport的
第三人称单数）

503 sportsman 1 ['spɔ:tsmən] n.运动员；运动家；冒险家 n.(Sportsman)人名；(英)斯波茨曼

504 sportsperson 1 英 ['spɔː tspɜːsn] 美 ['spɔː rtspɜ rːsn] n. 爱好运动的人; 运动员

505 square 1 [skwεə] adj.平方的；正方形的；直角的；正直的 vt.使成方形；与…一致 vi.一致；成方形 n.平方；广场；正方形 adv.成
直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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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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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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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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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 stretch 1 vt.伸展,张开；（大量地）使用，消耗（金钱，时间）；使竭尽所能；使全力以赴； vi.伸展；足够买（或支付） n.伸
展，延伸 n.(Stretch)人名；(英)斯特雷奇

511 string 1 n.线，弦，细绳；一串，一行

512 stu 3 [stju:] n.斯图（男子名，等于Stuart）

513 substituted 1 ['sʌbstɪtju tːɪd] adj. 取代的；代替的 动词substitu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14 succeed 1 [sək'si:d] vi.成功；继承；继任；兴旺 vt.继承；接替；继…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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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516 suit 1 vt.适合；使适应 n.诉讼；恳求；套装，西装；一套外衣 vi.合适；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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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 swing 2 [swiŋ] n.摇摆；摆动；秋千；音律；涨落 vi.摇摆；转向；悬挂；大摇大摆地行走 vt.使旋转；挥舞；悬挂 adj.旋转的；悬
挂的；强节奏爵士音乐的 n.(Swing)人名；(英、瑞典)斯温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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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 takes 1 [teɪk] v. 拿；取；执行；需要；接受；理解；修(课程)；花费；吃（喝）；认为；搭乘 n. 拿取；取得物

521 talent 1 ['tælənt] n.才能；天才；天资

522 taxes 1 [tæksi:z] n.税收，税金；税务；[税收]税捐

523 team 3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524 teams 2 [tiː m] n. 队；组 v. 使相配；使合作；结成一队 adj. 团队的

525 tech 3 [tek] n.技术学院或学校 abbr.技术（technology）；技术员（technician） n.(Tech)人名；(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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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 technology 6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528 tennis 1 n.网球（运动） n.（英）坦尼斯（人名）

529 terms 1 [tə:mz] n.地位，关系；[法]条款；术语；措辞；价钱（term的复数形式） v.把…称为（term的三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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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 than 4 [ðæn, 弱ðən, ðn] conj.比（用于形容词、副词的比较级之后）；除…外（用于other等之后）；与其…（用于rather等之
后）；一…就（用于nosooner等之后） prep.比；超过 n.(Than)人名；(老、柬、德)坦；(缅)丹

532 thank 1 [θæŋk] vt.感谢 n.感谢 int.谢谢

533 thanks 1 n.谢谢（只用复数） int.谢谢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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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 the 6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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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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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 themselves 2 [ðəm'selvz, ðem-] pron.他们自己；他们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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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 there 6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541 these 5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542 they 10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543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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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 think 3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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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 this 10 [ðis, 弱ðəs] pron.这；这个；这里 adj.这；本；这个；今 adv.这样地；这么 n.(This)人名；(法)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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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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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551 threat 1 [θret] n.威胁，恐吓；凶兆

552 tide 1 [taid] n.趋势，潮流；潮汐 vt.随潮漂流

553 tie 1 [tai] vt.系；约束；打结；与…成平局 vi.打结；不分胜负；被用带（或绳子等）系住 n.领带；平局；鞋带；领结；不分胜负
n.(Tie)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治；(英)泰伊；(柬)狄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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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 tired 1 ['taiəd] adj.疲倦的；厌倦的，厌烦的 v.疲倦；对…腻烦（tire的过去分词形式）

556 to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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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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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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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9 touch 1 [tʌtʃ] vt.接触；触动；使轻度受害 vi.触摸；涉及；接近；提到 n.接触；触觉；格调；少许 n.(Touch)人名；(柬)杜；(英)
陶奇

560 trading 1 ['treidiŋ] n.交易；贸易；购物 adj.交易的；贸易的 v.交换（trade的ing形式）；做买卖

561 train 1 [trein] n.火车；行列；长队；裙裾 v.培养；训练；瞄准 n.(Train)人名；(英)特雷恩；(法)特兰；(意)特拉因

562 training 2 ['treiniŋ] n.训练；培养；瞄准；整枝 v.训练；教养（train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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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4 transition 1 [træn'siʒən, -'ziʃən, trɑ:n-] n.过渡；转变；[分子生物]转换；变调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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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 traverse 1 ['trævəs, -və:s, trə'və:s, træ-] n.穿过；横贯；横木 vt.穿过；反对；详细研究；在…来回移动 vi.横越；旋转；来回移动 adj.
横贯的 n.(Traverse)人名；(英)特拉弗斯；(法)特拉韦尔斯

567 tremendous 1 adj.极大的，巨大的；惊人的；极好的

568 trivia 1 ['triviə] n.琐事

569 trove 1 [trəuv] n.被发现的东西；收藏的东西 n.(Trove)人名；(德)特罗韦

570 try 1 [trai] vt.试图，努力；试验；审判；考验 vi.尝试；努力；试验 n.尝试；努力；试验 n.(Try)人名；(英、印尼)特里；(柬)德里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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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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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 two 4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574 understanding 1 [,ʌndə'stændiŋ] n.谅解，理解；理解力；协议 adj.了解的；聪明的；有理解力的 v.理解；明白（understand的ing
形式）

575 unidentified 12 adj.未经确认的；未辨别出的，身份不明的

576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577 u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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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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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 us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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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 using 3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581 validate 1 ['vælideit] vt.证实，验证；确认；使生效

582 valuable 3 ['væljuəbl] adj.有价值的；贵重的；可估价的 n.贵重物品

583 value 6 ['vælju:] n.值；价值；价格；重要性；确切涵义 vt.评价；重视；估价

584 valued 1 ['vælju:d] adj.重要的；宝贵的；贵重的；经估价的

585 values 1 ['væljʊz] n. 价值观念；价值标准 名词value的复数形式.

586 ve 3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587 vice 1 [vais] n.恶习；缺点；[机]老虎钳；卖淫 prep.代替 vt.钳住 adj.副的；代替的 n.(Vice)人名；(塞)维采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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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9 viewing 1 ['vju:iŋ] adj.可见的 v.观察；查看（view的ing形式）

590 volatile 1 adj.[化学]挥发性的；不稳定的；爆炸性的；反复无常的 n.挥发物；有翅的动物 n.(Volatile)人名；(意)沃拉蒂莱

591 volatility 1 [,vɔlə'tiliti] n.[化学]挥发性；易变；活泼

592 volunteers 1 英 [ˌvɒlən'tɪə(r)] 美 [ˌvɑ lːən'tɪr] n. 志愿者；(自行生长的)植物 v. (自愿)做

593 wa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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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4 wars 1 英 [wɔː (r)] 美 [wɔː r] n. 战争；斗争 v. 作战；斗争

595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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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7 ways 1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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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 wearable 6 ['wεərəbl] adj.可穿用的，可佩带的；耐用的 n.衣服

600 wearables 2 ['weərəblz] n. 可穿戴的设施

601 week 3 [wi:k] n.周，星期

602 welcome 2 ['welkəm] adj.受欢迎的 n.欢迎 vt.欢迎 int.欢迎 n.(Welcome)人名；(英)韦尔科姆

603 we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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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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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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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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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 whe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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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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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 which 5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609 who 1 pron.谁；什么人

610 why 3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611 wil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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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 will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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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 winning 1 ['winiŋ] adj.胜利的；获胜的 n.胜利；获得；成功 v.获胜（win的ing形式） n.(Winning)人名；(英、瑞典、法)温宁

614 with 6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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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 wor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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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 worked 2 [wə:kt] adj.处理过的；制造好的；耕种过的 v.工作（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18 workflows 1 ['wɜːkfləʊz] 工作流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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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 worrying 1 ['wʌriiŋ, -'wə:-] adj.令人担心的；烦恼的 v.担心（worry的ing形式）

621 worth 4 [wə:θ] adj.值…的 n.价值；财产 n.(Worth)人名；(英)沃思；(德)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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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 year 5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624 years 2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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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 your 6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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