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nn10 2022-02-09 词汇表词汇表

1 abandoned 1 [ə'bændənd] adj.被抛弃的；无约束的；恣意放荡的；寡廉鲜耻的 v.抛弃（abando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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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ccording 2 adj.相符的；一致的；相应的；和谐的；调和的 adv.依照；根据；按照 v.给予(accord的现在分词)；使和谐一致；使
符合；使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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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ctivate 1 ['æktiveit] vt.刺激；使活动；使活泼；使产生放射性 vi.激活；有活力

6 active 1 ['æktiv] adj.积极的；活跃的；主动的；有效的；现役的 n.主动语态；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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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dvance 1 [əd'vɑ:ns, əd'væns] n.发展；前进；增长；预付款 vt.提出；预付；使……前进；将……提前 vi.前进；进展；上涨 adj.预先
的；先行的

9 African 1 ['æfrikən] adj.非洲的，非洲人的 n.非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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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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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ge 1 [eidʒ] n.年龄；时代；寿命，使用年限；阶段 vi.成熟；变老 vt.使成熟；使变老，使上年纪 n.(Age)人名；(瑞典)阿格；(日)
扬(姓)；(西、荷)阿赫

13 agency 3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14 aggressively 1 [ə'gresivli] adv.侵略地；攻击地；有闯劲地

15 ahead 1 adj.向前；在前的；领先 adv.向前地；领先地；在（某人或某事物的）前面；预先；在将来，为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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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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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llows 1 [ə'laʊz] 允许

21 almost 3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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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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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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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mericans 2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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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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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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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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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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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nimal 3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33 animals 1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34 anoth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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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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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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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ything 1 ['eniθiŋ] pron.任何事

38 anytime 1 ['enitaim] adv.任何时候；无例外地

39 apes 1 [eɪp] n. 猿 adj. <俚>疯狂的 v. 模仿

40 Apollo 1 [ə'pɔləu] n.阿波罗（太阳神）；美男子

41 apply 1 [ə'plai] vt.申请；涂，敷；应用 vi.申请；涂，敷；适用；请求

42 applying 2 [ə'plaɪ] vt. 应用；涂；使专心从事 vi. 申请；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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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are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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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area 2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45 aren 1 阿伦

46 arm 2 n.手臂；武器；袖子；装备；部门 vi.武装起来 vt.武装；备战

47 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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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at 7 prep.在（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地点、场所、位置、空间）；以（某种价格、速度等）；向；达；因为；朝；忙于 n.阿特（老
挝货币基本单位att）；[化]砹（极不稳定放射性元素） abbr.密封的（airtight）；气温（airtemperature）

49 atmosphere 1 n.气氛；大气；空气

50 attaches 1 [ə'tætʃ] v. 附上；系上；贴上；使依附；使附属；使附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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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audio 2 ['ɔ:diəu] adj.声音的；[声]音频的，[声]声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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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aussies 1 n.澳洲人，澳大利亚( Aussie的名词复数 )

55 Australia 1 [ɔ'streiljə] n.澳大利亚，澳洲

56 avera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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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badly 1 ['bædli] adv.非常，很；严重地，厉害地；恶劣地

58 banned 1 [bæn] v. 禁止；剥夺权利 n. 禁令；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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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basically 1 ['beisikəli] adv.主要地，基本上

61 battlefield 1 ['bætlfi:ld] n.战场；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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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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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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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been 9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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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begin 4 [bɪ̍ 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69 behind 2 [bi'haind] prep.落后于；支持；晚于 adv.在后地；在原处 n.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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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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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best 1 [best] n.最好的人，最好的事物；最佳状态 adj.最好的 adv.最好地 vt.打败，胜过 n.(Best)人名；(英、西、德、葡、法)贝斯
特

73 bid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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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ocks 1 ['blɒks] n. 街区 名词block的复数形式.

76 blooms 1 [bluːm] n. 花；开花；最佳时期；花期 v. 开花；繁盛

77 bodies 1 英 ['bɒdi] 美 ['bɑːdi] n. 身体；主体；正文；主要部分；尸体；躯体；团体 v. 赋…以形体

78 boost 1 [bu:st] vt.促进；增加；支援 vi.宣扬；偷窃 n.推动；帮助；宣扬 n.(Boost)人名；(英)布斯特；(德)博斯特

79 border 1 ['bɔ:də] n.边境；边界；国界 vt.接近；与…接壤；在…上镶边 vi.接界；近似 n.(Border)人名；(英)博德

80 Boston 2 ['bɔstən] n.波士顿（美国城市）

81 bowl 1 [bəul] n.碗；木球；大酒杯 vi.玩保龄球；滑动；平稳快速移动 vt.投球；旋转；平稳快速移动

82 break 1 vi.打破；折断；弄坏；削弱 vt.（使）破；打破（纪录）；（常指好天气）突变；开始 vi.（嗓音）突变；突破；破晓；
（价格）突然下跌 n.破裂；间断；（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改变；间歇

83 bringing 1 [briŋ] vt.带来；促使；引起；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Bring)人名；(英、瑞典)布林

84 brings 1 [brɪŋz] v. 带来；促使；引起；劝诱（动词brin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85 broken 1 ['brəukən] adj.破碎的；坏掉的 v.折断；打碎；损坏（break的过去分词）

86 bug 1 [bʌg] n.臭虫，小虫；故障；窃听器 vt.烦扰，打扰；装窃听器 vi.装置窃听器；打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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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bugs 1 [bʌgz] adj.发疯的，疯狂的 n.(Bugs)人名；(德)布格斯

88 bulldogs 1 英 ['bʊldɒɡ] 美 ['bʊldɔː ɡ] n. 牛头狗；手枪；学监助理 adj. 顽固的 vt. 抓住牛角将牛摔倒

89 burn 1 [bə:n] vt.燃烧；烧毁，灼伤；激起…的愤怒 vi.燃烧；烧毁；发热 n.灼伤，烧伤；烙印 n.(Burn)人名；(英)伯恩

90 business 1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91 but 11 [强 bʌt, 弱 bət, bʌt] conj.但是；而是；然而 adv.仅仅，只 prep.除…以外 n.(But)人名；(俄、罗)布特；(越)笔

92 buying 1 n.买进 v.购买；获得；收买（buy的ing形式）

93 b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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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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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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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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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cancels 1 ['kænsl] v. 取消；作废；注销；抵消；删除 n. 取消；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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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capt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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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capturing 1 ['kæptʃəriŋ] v.捕捉（capture的ing形式）

101 ca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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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caring 1 ['kεəriŋ] adj.有同情心的；表示或感到关怀或关心的 v.关心；照顾（care的现在分词）

103 Carl 3 [kɑ:l] n.卡尔（男名）

104 case 1 [keis] n.情况；实例；箱 vt.包围；把…装于容器中 n.(Case)人名；(英)凯斯；(西)卡塞；(法)卡斯

105 cases 1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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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catching 1 ['kætʃiŋ] adj.传染性的；有魅力的 v.抓住（catch的ing形式）

108 caught 1 [kɔ:t] v.捕捉（catch的过去分词）

109 CDC 2 abbr. 疾病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110 celebrants 1 n.司仪神父，天主教主领弥撒的神父( celebrant的名词复数 )

111 celebrate 1 vt.庆祝；举行；赞美；祝贺；宣告 vi.庆祝；过节；举行宗教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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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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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chihuahua 2 [tʃi'wɑ:wə] n.吉娃娃（一种产于墨西哥的狗）；奇瓦瓦（墨西哥北部的州及其首府名称）

115 chimp 1 [tʃimp] n.（非洲的）黑猩猩

116 chimpanzee 1 [,tʃimpən'zi:] n.[脊椎]黑猩猩

117 chimpanzees 1 n. 黑猩猩属

118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119 cle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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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clear 1 [kliə] adj.清楚的；清澈的；晴朗的；无罪的 vt.通过；清除；使干净；跳过 vi.放晴；变清澈 adv.清晰地；完全地 n.清
除；空隙 n.(Clear)人名；(英)克利尔

121 cli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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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clock 1 [klɔk] n.时钟；计时器 vt.记录；记时 vi.打卡；记录时间 n.(Clock)人名；(英)克洛克

123 closet 1 ['klɔzit] n.壁橱；议事室，密室；小房间 adj.秘密的，私下的；空谈的 vt.把…关在私室中 n.(Closet)人名；(法)克洛塞

124 cloud 1 [klaud] n.云；阴云；云状物；一大群；黑斑 vt.使混乱；以云遮敝；使忧郁；玷污 vi.阴沉；乌云密布 n.(Cloud)人名；
(法)克卢；(英)克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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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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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collie 1 ['kɔli] n.柯利牧羊狗（原产苏格兰） n.(Collie)人名；(英)科利

128 Colorado 2 [,kʌlə'rɑ:dəu] n.（美）科罗拉多；（美）科罗拉多河

129 come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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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comma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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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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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communities 1 [kə'mjuːnəti] n. 社区；社会；公众；共同体；团体；共享；共有；[生]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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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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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consider 1 [kən'sidə] vt.考虑；认为；考虑到；细想 vi.考虑；认为；细想

135 continuing 1 [kən'tɪnjuɪŋ] adj. 连续的；持续的；不间断的 动词continue的现在分词.

136 continuously 1 [kən'tɪnjuəsli] adv. 不断地；连续地

137 contracts 1 英 ['kɒntrækt] 美 ['kɑːntrækt] n. 合同；婚约；合约；契约 v. 缩小；订合同；缩短；感染（疾病）；招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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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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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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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could 5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142 countdown 1 ['kaunt,daun] n.倒数计秒

143 counting 1 ['kaʊntɪŋ] n. 计算

144 count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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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counts 1 [kaʊnt] v. 计算；视为；依赖；重要，有价值 n. 计数；总数 n. 伯爵（欧洲国家的贵族头衔）

146 covid 3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147 cracked 1 [krækt] adj.破裂的；声音嘶哑的；精神失常的 v.破裂；崩溃（crack的过去分词）；发沙哑声；失败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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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crashed 1 [kræʃt] adj.失事的 v.碰撞，坠落，破产，垮台（crash的过去式）；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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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credibility 1 [,kredi'biləti] n.可信性；确实性

152 crew 1 [kru:] n.队，组；全体人员，全体船员 vi.一起工作 vt.使当船员 n.(Crew)人名；(英、西)克鲁

153 critics 1 [k'rɪtɪks] 评论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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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Dalmatia 1 [dæl'meiʃiə] n.达尔马提亚（南斯拉夫一地区）

156 dawn 1 [dɔ:n] n.黎明；开端 vt.破晓；出现；被领悟 n.(Dawn)人名；(西)道恩

157 da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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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dead 1 [ded] adj.无生命的；呆板的；废弃了的 adv.完全地 n.死者

159 debris 4 ['deibri:] n.碎片，残骸 n.(Debris)人名；(法)德布里

160 decades 1 n.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

161 December 1 [di'sembə] n.十二月

162 decide 2 [di'said] vt.决定；解决；判决 vi.决定，下决心

163 deciding 2 [di'saidiŋ] adj.决定性的；无疑的 v.决定（decide的现在分词）

164 decreasing 1 [di'kri:siŋ] adj.渐减的 v.减少；缩减（decrease的ing形式）

165 delivery 1 [di'livəri] n.[贸易]交付；分娩；递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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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derelict 1 ['derilikt] adj.玩忽职守的；无主的；被抛弃了的 n.遗弃物；玩忽职守者；被遗弃的人

168 despite 1 [di'spait] prep.尽管，不管 n.轻视；憎恨；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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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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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disruptions 1 n.中断( disruption的名词复数 ); 分裂; 瓦解; 破坏

172 distance 1 ['distəns] n.距离；远方；疏远；间隔 vt.疏远；把…远远甩在后面

173 district 2 ['distrikt] n.区域；地方；行政区

174 districts 2 ['dɪstrɪkt] n. 地区；行政区 vt. 把 ... 划分成区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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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力特快 www.listeningexpress.com

http://www.listeningex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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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does 1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177 dogs 1 n.狗（dog的复数）；瘦狗类 v.紧紧跟踪；追猎；紧随（dog的第三人称单数） n.(Dogs)人名；(德)多格斯

178 d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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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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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dozens 1 ['dʌznz] n. 几十；许多

181 dragon 1 ['drægən] n.龙；凶暴的人，凶恶的人；严厉而有警觉性的女人 n.(Dragon)人名；(匈)德劳贡；(英、法、芬、罗、匈)德
拉贡

182 dump 1 vt.倾倒；倾卸；丢下，卸下；摆脱，扔弃；倾销 vi.倒垃圾；突然跌倒或落下；卸货；转嫁（责任等） n.垃圾场；仓
库；无秩序地累积 n.（英）邓普（人名，男子教名Humphrey、Humphry的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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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earth 2 n.地球；地表，陆地；土地，土壤；尘事，俗事；兽穴 vt.把（电线）[电]接地；盖（土）；追赶入洞穴 vi.躲进地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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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conomics 1 [,i:kə'nɔmiks] n.经济学；国家的经济状况

187 effective 1 [i'fektiv] adj.有效的，起作用的；实际的，实在的；给人深刻印象

188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189 emergency 1 [i'mə:dʒənsi] n.紧急情况；突发事件；非常时刻 adj.紧急的；备用的

190 empathy 2 n.神入；移情作用；执着 n.感同身受；同感；共鸣

191 en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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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forced 1 [in'fɔ:st] adj.实施的；强制执行的 v.执行（enforce的过去分词）

193 England 1 n.英格兰

194 English 1 ['iŋgliʃ] adj.英国人的；英国的；英文的 n.英语；英国人；英文；英格兰人 vt.把…译成英语

195 enough 2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196 equipment 1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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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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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et 2 [i:ti:] conj.（拉丁语）和（等于and）

200 European 2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201 evacuation 1 [i,vækju'eiʃən] n.疏散；撤离；排泄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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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events 1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204 ever 3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205 everyone 3 ['evriwʌn] pron.每个人；人人 n.每个人

206 everything 2 pron.每件事物；最重要的东西；（有关的）一切；万事

207 expert 1 ['ekspə:t, ek'spə:t] adj.熟练的；内行的；老练的 n.专家；行家；能手 vt.当专家；在…中当行家 n.(Expert)人名；(法)埃克斯
佩

208 experts 2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209 explanation 1 [,eksplə'neiʃən] n.说明，解释；辩解

210 explore 1 [ik'splɔ:] vt.探索；探测；探险 vi.探索；探测；探险

211 extends 1 [ɪk'stend] v. 延伸；延长；伸展；扩展；提供；使竭尽全力

212 extent 1 [ik'stent] n.程度；范围；长度

213 f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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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facing 1 ['feisiŋ] n.饰面；衣服等的贴边

215 fact 2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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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fa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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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February 2 ['februəri] n.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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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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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federation 1 ['fedəreiʃən] n.联合；联邦；联盟；联邦政府

221 feel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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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female 12 ['fi:meil] adj.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n.女人；[动]雌性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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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fin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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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finance 1 [fai'næns] n.财政，财政学；金融 vt.负担经费，供给…经费 vi.筹措资金 n.(Finance)人名；(法)菲南斯

226 fir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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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fishing 1 ['fiʃiŋ] n.渔业；捕鱼（术）；试探；装配 adj.钓鱼的；钓鱼用的 v.捕鱼（fish的ing形式）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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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florists 1 n. 花匠；花商（florist的复数）

230 flower 4 ['flauə] n.花；精华；开花植物 vi.成熟，发育；开花；繁荣；旺盛 vt.使开花；用花装饰 n.(Flower)人名；(英)弗劳尔

231 flowers 2 英 ['flaʊə(r)] 美 ['flaʊər] n. 花；开花植物；精华；盛时 v. 开花；成熟；用花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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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follow 1 ['fɔləu] vt.跟随；遵循；追求；密切注意，注视；注意；倾听 vi.跟随；接着 n.跟随；追随

234 followed 2 ['fɒləʊd] n. 跟随的；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35 for 1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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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for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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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x 1 [fɔks] vt.欺骗；使变酸 n.狐狸；狡猾的人 vi.假装；耍狡猾手段 n.(Fox)人名；(英、法、德、意、西、瑞典)福克斯

239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240 French 1 [frentʃ] adj.法国的；法语的；法国人的 n.法国人；法语

241 from 7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42 funding 1 ['fʌndiŋ] n.提供资金；用发行长期债券的方法来收回短期债券 v.提供资金；积存（fund的ing形式）

243 future 1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244 Gabon 1 [,gæ'bɔŋ] n.加蓬（非洲中西部国家）

245 generally 1 ['dʒenərəli] adv.通常；普遍地，一般地

246 German 1 ['dʒə:mən] adj.德国的；德语的，德国人的 n.德语；德国人

247 Germany 1 ['dʒə:məni] n.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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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give 1 [giv] vt.给；产生；让步；举办；授予 n.弹性；弯曲；伸展性 vi.捐赠；面向；有弹性；气候转暖 n.(Give)人名；(意)吉韦

250 go 1 vi.走；达到；运转；趋于 n.去；进行；尝试 vt.忍受；出产；以…打赌 （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
gone现在分词going）

251 goes 1 [gəuz] vi.前进；行走（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Goes)人名；(瑞典)约斯；(法、德)格斯；(荷)胡斯

252 go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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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gold 1 [gəuld] n.金，黄金；金色；金币 adj.金的，金制的；金色的 n.(Gold)人名；(英、法、德、西、罗、捷、瑞典)戈尔德

254 golden 8 ['gəuldən] adj.金色的，黄金般的；珍贵的；金制的 n.(Golden)人名；(英、法、罗、德、瑞典)戈尔登

255 gone 1 [gɔn] adj.离去的；死去的；用光的 v.去（go的过去分词）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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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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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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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government 6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260 governors 1 调速器

261 grab 1 [græb] vt.攫取；霸占；将…深深吸引 vi.攫取；夺取 n.攫取；霸占；夺取之物

262 gravity 1 ['græviti] n.重力，地心引力；严重性；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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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growers 2 [ɡ'rəʊəz] n. 栽培者；生长物 （名词grower的复数形式）

264 guidance 3 ['gaidəns] n.指导，引导；领导

265 guidelines 2 ['ɡaɪdlaɪnz] n. 指导方针；准则 名词guideline的复数形式.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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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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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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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ven 5 ['heivən] n.港口；避难所，安息所 vt.为……提供避难处；安置……于港中 n.(Haven)人名；(英)黑文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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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healing 1 ['hi:liŋ] adj.能治愈的 n.康复 v.治疗（heal的现在分词）

273 health 2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274 heaviest 1 ['hevɪɪst] adj. 最重的 形容词heavy的最高级.

275 held 1 v.握住（hold的过去分词）；举起,抬起；使升高；展示；提出(作为榜样)(后与as连用) n.(Held)人名；(英、瑞典)赫尔德；
(德、捷)黑尔德；(罗、匈、塞)海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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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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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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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high 2 [hai] adj.高的；高级的；崇高的；高音调的 n.高水平；天空；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高压地带 adv.高；奢侈地 n.(High)人
名；(英)海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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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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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holiday 2 ['hɔlədi] n.假日；节日；休息日 vi.外出度假 n.(Holiday)人名；(英)霍利迪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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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hospitalization 1 [,hɔspitəlai'zeiʃən, -li'zei-] n.住院治疗；医院收容；住院保险（等于hospitalizationinsurance）

285 hounds 1 n.猎犬（hound的复数形式）；桅肩 v.追猎；烦扰（hound的第三人称单数）

286 hou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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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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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Hubble 1 n.哈勃(姓氏)(天文学)

289 human 1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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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hurts 1 ['hɜ tːs] n. 伤害；疼痛 名词hurt的复数形式.

292 Hussein 1 n.侯赛因（姓氏）

293 if 5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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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in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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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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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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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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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individuals 1 [ɪndɪ'vɪdʒuəlz] 个人

300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301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302 inhabited 1 [in'hæbitid] adj.有人居住的 v.占据（inhabit的过去分词）；居住于

303 injuries 1 ['ɪndʒəri] n. 伤害；损害

304 insect 1 ['insekt] n.昆虫；卑鄙的人

305 insects 1 ['ɪnsekts] n. 昆虫；虫子；卑微的人 名词insect的复数形式.

306 inspire 1 [in'spaiə] vt.激发；鼓舞；启示；产生；使生灵感

307 intentionally 1 [in'tenʃənli] adv.故意地，有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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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 internation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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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interviewed 1 英 ['ɪntəvju ]ː 美 ['ɪntərvju ]ː n. 面谈；会见；面试；接见 vt. 接见；采访；对 ... 进行面试 vi. 面试；采访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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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Ireland 1 ['aiəland] n.爱尔兰

312 Irish 1 ['aiəriʃ] adj.爱尔兰的；爱尔兰人的 n.爱尔兰人；爱尔兰语；爱尔兰

313 is 1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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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ISS 1 n. 工业标准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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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it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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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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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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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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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Jackson 1 ['dʒæksn] n.杰克逊（男子名）；杰克逊（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城市）

322 January 1 ['dʒænjuəri] n.一月

323 japan 2 [dʒə'pæn] n.漆器；日本亮漆 vt.在…上涂漆

324 jumps 1 v.跳跃；暴增（jump的三单形式） n.跳跃；猛涨（jump的复数）

325 junk 3 [dʒʌŋk] n.垃圾，废物；舢板 n.(Junk)人名；(德、捷)容克

326 junkyard 1 ['dʒʌŋkjɑ:d] n.废品旧货栈；废物堆积场；旧汽车丢弃的地方

327 ju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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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g 1 [英[kɪŋ] 美[kɪŋ]] n.国王；最有势力者；王棋 vi.统治；做国王 vt.立…为王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最大的 n.(King)人名；
(德、英、葡、捷、西)金；(中)金(普通话·威妥玛)；(泰)京；(东南亚国家华语)京

329 Kingston 1 ['kiŋstən] n.金斯敦（牙买加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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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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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Labrador 1 ['læbrədɔ:] n.拉布拉多（加拿大东部一地区）；一种纽芬兰猎犬

333 labradors 1 拉布拉多人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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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large 1 [lɑ:dʒ] adj.大的；多数的；广博的 adv.大大地；夸大地 n.大 n.(Large)人名；(英)拉奇；(法)拉尔热

336 la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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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later 1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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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launching 1 ['lɔ:ntʃiŋ, 'lɑ:n] n.发射；下水；创设 v.发射；发动；开始从事（launch的ing形式）

340 laws 1 [lɔ:z] n.法律；规章（law的复数） n.(Laws)人名；(英)劳斯

341 le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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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343 left 1 adj.左边的；左派的；剩下的 adv.在左面 n.左边；左派；激进分子 v.离开（leave的过去式）

344 le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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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346 lik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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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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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local 3 ['ləukəl] n.[计]局部；当地居民；本地新闻 adj.当地的；局部的；地方性的；乡土的

349 logistics 2 [ləu'dʒistiks] n.[军]后勤；后勤学 物流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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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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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looming 1 ['lu:miŋ] n.上现蜃景；庞视；幽影 adj.隐隐约约的；正在逼近的 v.逼近；隐约可见（loom的ing形式）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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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lo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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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magnetic 1 [mæg'netik] adj.地磁的；有磁性的；有吸引力的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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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majority 1 [mə'dʒɔriti] n.多数；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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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male 8 [meil] adj.男性的；雄性的；有力的 n.男人；雄性动物 n.(Male)人名；(柬)马尔；(意、西、塞)马莱；(英)梅尔

359 mall 1 [mɔ:l] n.购物商场；林荫路；铁圈球场 n.(Mall)人名；(英)玛尔(女子教名Mary的昵称)；(阿拉伯)迈勒；(尼)马尔

360 Malta 1 ['mɔ:ltə] n.马尔他（欧洲岛国）

361 Maltese 1 [,mɔ:l'ti:z; -'ti:s] n.马耳他人；马耳他语 adj.马耳他的

362 mandates 3 ['mændeɪt] n. 命令；指令；要求；授权 v. 把(某一地区)置于委任管理下

363 mark 1 n.标志；马克；符号；痕迹；分数 vi.作记号 vt..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n..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364 marke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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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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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mask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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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 masking 2 ['mɑ:skiŋ] n.掩蔽；隐蔽 v.戴面具；掩饰；化装（mask的ing形式）

368 masks 3 英 [mɑːsk] 美 [mæsk] n. 伪装；面罩；面具；[计算机]掩码 v. 掩饰；戴面具；遮盖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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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 massive 2 ['mæsiv] adj.大量的；巨大的，厚重的；魁伟的

371 matter 1 n.物质；事件 vi.有关系；要紧 n.(Matter)人名；(英、法)马特；(西)马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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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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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 meant 1 [ment] v.意味；打算（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表示…的意思

375 medical 2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376 medication 1 [,medi'keiʃən] n.药物；药物治疗；药物处理

377 medicine 3 ['medisin] n.药；医学；内科；巫术 vt.用药物治疗；给…用药

378 meetings 1 ['miː tɪŋz] n. 会议 名词meeting的复数形式.

379 metallic 1 [mi'tælik, me-] adj.金属的，含金属的

380 middle 1 adj.中间的，中部的；中级的，中等的 n.中间，中央；腰部

381 might 1 [mait] n.力量；威力；势力 v.可以；或许（may的过去式）；应该 aux.可能；也许 n.(Might)人名；(英)迈特

382 Miles 2 [mailz] n.迈尔斯（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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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 Mir 3 [miə] n.米尔（沙俄时代的一种村社组织） n.(Mir)人名；(法、西、印、阿拉伯、土库、阿塞、巴基、伊朗、哈萨、乌兹、
塔吉、吉尔、阿富)米尔

385 missed 1 [mɪs] n. [M-]小姐 vt. 想念 vt. 错过；漏掉

386 missile 1 ['misail, -səl] n.导弹；投射物 adj.导弹的；可投掷的；用以发射导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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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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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 module 1 ['mɔdju:l, -dʒu:l] n.[计]模块；组件；模数

390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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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 mo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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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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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 moving 1 ['mu:viŋ] adj.移动的；动人的；活动的 v.移动（mov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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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 much 3 [mʌtʃ] adv.非常，很 adj.大量的 n.许多，大量 pron.许多，大量 n.(Much)人名；(德)穆赫；(英)马奇

396 mungo 1 ['mʌŋgəu] n.再制呢绒 n.(Mungo)人名；(德、意)蒙戈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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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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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 national 2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400 naturally 1 ['nætʃərəli] adv.自然地 自然而然地 轻而易举 天生地 大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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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 needed 1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403 nemo 2 ['ni:məu] n.现场转播节目 n.(Nemo)人名；(法)内莫

404 net 1 [net] n.网；网络；净利；实价 vi.编网 vt.得到；净赚；用网捕 adj.纯粹的；净余的 n.(Net)人名；(法)内

405 never 2 ['nevə] adv.从未；决不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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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 Newfoundland 2 [,nju:faund'lænd] n.纽芬兰（加拿大东部岛亦为加拿大省）；纽芬兰犬（体大、力强、毛厚而光滑，原产于纽芬
兰）

408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409 no 2 [nəu] adv.不 adj.没有；不是 n.不；否决票 abbr.数字（number）；元素锘（nobelium）的符号 n.(No)人名；(柬)诺；(越)努

410 nor 1 [nɔ:, 弱 nə] conj.也不；也不是 adv.也不；也没有 n.(Nor)人名；(中)挪(广东话·威妥玛)；(马来、俄)诺尔；(柬)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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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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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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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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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 object 1 ['ɔbdʒikt, -dʒekt, əb'dʒekt] n.目标；物体；客体；宾语 vt.提出…作为反对的理由 vi.反对；拒绝

416 objects 2 ['ɒbjekts] n. 目标；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

417 observed 2 [əb'zɜːvd] adj. 被观察的，被观测的 v. 观察，观测（动词observe的过去式,动词observ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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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 of 3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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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 often 2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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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 olympics 1 英 [əʊ'lɪmpɪks] 美 [oʊ'lɪmpɪks] n. 奥林匹克运动会 =Olympic Games.

424 O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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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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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 onl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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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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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 o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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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 orbit 2 ['ɔ:bit] n.轨道；眼眶；势力范围；生活常规 vi.盘旋；绕轨道运行 vt.绕…轨道而行

430 orbital 1 ['ɔ:bitəl] adj.轨道的；眼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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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 other 3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433 others 4 pron.其他人

434 otterhound 1 n.奥达猎犬；猎水獭犬

435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436 o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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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 outpost 1 ['autpəust] n.前哨；警戒部队；边区村落

438 over 1 ['əuvə] adv.结束；越过；从头到尾 prep.越过；在…之上；遍于…之上 adj.结束的；上面的 vt.越过 n.(Over)人名；(俄、
西、土)奥韦尔

439 overhead 1 adv.在头顶上；在空中；在高处 adj.高架的；在头上的；在头顶上的 n.天花板；[会计]经常费用；间接费用；吊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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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空层

440 owner 1 ['əunə] n.[经]所有者；物主

441 pandemic 3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442 papillion 2 [地名] [美国] 帕皮利恩

443 park 1 [pɑ:k] n.公园；[交]停车场 vt.停放；放置；寄存 vi.停放车辆 n.(Park)人名；(英、芬、瑞典)帕克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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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 participant 1 [pɑ:'tisipənt] adj.参与的；有关系的 n.参与者；关系者

446 partnership 1 ['pɑ:tnəʃip] n.合伙；[经管]合伙企业；合作关系；合伙契约

447 passing 1 ['pɑ:siŋ, 'pæs-] adj.经过的；目前的；及格的；短暂的 n.经过；及格；流逝；去世 adv.非常 v.通过；及格；许可；传送
（pass的ing形式） n.(Passing)人名；(德)帕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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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 per 2 [强pə:, 弱pə] prep.每；经；按照；每一 n.(Per)人名；(德、挪、丹、瑞典)佩尔

450 perce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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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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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 person 2 ['pə:sən] n.人；身体；容貌，外表；人称 n.(Person)人名；(法、俄、德)佩尔松；(瑞典)佩尔松；(英)珀森

453 personal 1 ['pə:sənl] adj.个人的；身体的；亲自的 n.人事消息栏；人称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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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 pick 1 [pik] vi.挑选；采摘；挖 vt.拾取；精选；采摘；掘 n.选择；鹤嘴锄；挖；掩护 n.(Pick)人名；(英、法、德、捷、匈、瑞
典)皮克

456 piece 1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457 pieces 1 n.匹头，毛束；件片块个工件零件

458 pincher 1 ['pintʃə] n.夹锭钳，折叠；条钢折叠，条钢折叠缺陷 n.(Pincher)人名；(英)平彻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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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 pl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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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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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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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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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 plate 1 [pleit] n.碟；金属板；金属牌；感光底片 vt.电镀；给…装甲 n.(Plate)人名；(英、德、俄、西、意、瑞典)普拉特

465 Plattsburgh 3 ['plætsbəg] n.普拉茨堡（美国一城市）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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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 plots 1 英 [plɒt] 美 [plɑ tː] n. 情节；阴谋；图；(小块)土地 v. 密谋；绘图；计划；标示位置

468 poi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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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 popularity 1 [,pɔpju'lærəti] n.普及，流行；名气；受大众欢迎

470 pounds 1 [paʊnd] n. 磅；英镑 n. （汽车）扣押所；宠物收留所 vt. 捣碎；敲打；连续猛击 vi. 咚咚地走；怦怦地响

471 prepared 1 adj.准备好的 v.准备（prepare的过去分词）

472 pressure 2 ['preʃə] n.压力；压迫，[物]压强 vt.迫使；密封；使……增压

473 pressured 1 英 ['preʃə(r)] 美 ['preʃər] n. 压强；压力；压迫 v. 施压

474 prevention 1 [pri'venʃən, pri:-] n.预防；阻止；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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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 prince 1 [prins] n.王子，国君；亲王；贵族 n.(Prince)人名；(英、葡)普林斯；(法)普兰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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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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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 program 1 ['prəugræm, -grəm] n.程序；计划；大纲 vt.用程序指令；为…制订计划；为…安排节目 vi.编程序；安排节目；设计电脑
程式

480 publicity 1 [pʌb'lisiti] n.宣传，宣扬；公开；广告；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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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 purchase 1 ['pə:tʃəs] n.购买；紧握；起重装置 vt.购买；赢得 vi.购买东西

482 puts 1 [pʊts] n. C语言的字符串输出语句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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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 Queensland 2 ['kwi:nzlænd; -lənd] n.昆士兰（澳大利亚州）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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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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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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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 race 1 n.属，种；种族，人种；家庭，门第；赛事，赛跑 vt.使参加比赛；和…竞赛；使急走，使全速行进 vi.比速度，参加竞
赛；全速行进 n.(Race)人名；(英)雷斯；(塞)拉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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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 re 3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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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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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494 recommendations 4 建议

495 recommends 1 [ˌrekə'mend] vt. 推荐；建议；劝告；使受欢迎；使可取

496 recor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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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7 regulations 1 [reɡjʊ'leɪʃnz] n. 规程；条例 名词regulation的复数形式.

498 related 3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499 release 1 [ri'li:s] vt.释放；发射；让与；允许发表 n.释放；发布；让与

500 remember 1 [ri'membə] vt.记得；牢记；纪念；代…问好 vi.记得，记起

501 remote 1 [ri'məut] adj.遥远的；偏僻的；疏远的 n.远程

502 removal 1 [ri'mu:vəl] n.免职；移动；排除；搬迁

503 replace 1 [ri'pleis] vt.取代，代替；替换，更换；归还，偿还；把…放回原处

504 require 2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505 research 1 n.研究；调查 vi.研究；调查 vt.研究；调查 [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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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 responsibility 1 [ri.spɔnsə'biliti] n.责任，职责；义务

508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509 retail 1 ['ri:teil] vt.零售；转述 vi.零售 n.零售 adv.以零售方式 adj.零售的 n.(Retail)人名；(法)勒塔伊

510 retailer 1 ['ri:teilə] n.零售商；传播的人

511 retriever 1 [ri'tri:və] n.（训练成能寻回猎物的）猎犬；取回的人

512 retrievers 2 n.寻猎物犬( retriever的名词复数 )

513 reviews 1 [rɪ'vju ]ː n. 复习；回顾；检讨；评审 vt. 检阅；评论；温习；检讨 vi. 写评论

514 rid 1 [rid] vt.使摆脱；使去掉 n.(Rid)人名；(英)里德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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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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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 robotic 2 [rəu'bɔtik] adj.机器人的，像机器人的；自动的 n.机器人学

518 rocket 1 ['rɔkit] vi.飞驰，飞快地移动；迅速增加 n.火箭 vt.用火箭运载

519 roses 1 ['rəʊzɪz] n. 玫瑰 名词rose的复数形式.

520 Rotterdam 1 ['rɔtədæm; ,rɔ:tər'dɑ:m] n.鹿特丹港市（荷兰西南部港市）

521 rotty 1 n. 罗蒂

522 round 1 [raund] n.圆；循环；一回合；圆形物 adj.圆的；完全的；大概的；肥胖的 adv.在周围；迂回地；朝反方向；挨个 vt.完
成；围捕；绕行；弄圆 vi.进展；变圆；环行；发胖 prep.附近；绕过；大约；在…周围 n.(Round)人名；(英)朗德

523 rules 1 n.[数]规则；条例（rule的复数形式） v.统治；支配；裁定（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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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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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英)拉什

525 Russell 1 ['rʌsəl] n.拉塞尔（英国工程师，整流器发明人）

526 Russia 1 ['rʌʃə] n.俄罗斯

527 Russian 2 ['rʌʃən] adj.俄国的；俄语的 n.俄语；俄国人

528 saf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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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 safely 1 ['seifli] adv.安全地 稳定地

530 safest 1 ['seɪfɪst] adj. 安全的 adv. 安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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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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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 same 4 [seim] adj.相同的；同一的；上述的（通常与the连用）；无变化的 pron.同样的事物或人（通常与the连用） adv.同样地
（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534 satellite 3 ['sætəlait] n.卫星；人造卫星；随从；卫星国家

535 satellites 2 n. 卫星；人造卫星 名词satellite的复数形式.

536 say 3 [sei] vt.讲；说明；例如；声称；假设；指明 vi.讲；表示；念；假定；背诵 n.(Say)人名；(土)萨伊；(法、老、柬)赛；(英)
塞伊；(匈、罗)绍伊

537 says 7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538 scene 1 [si:n] n.场面；情景；景象；事件

539 school 5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540 schools 6 [s'ku lːz] n. 学校；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

541 science 1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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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 scientists 1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544 sea 1 [si:] n.海；海洋；许多；大量

545 secon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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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 seed 1 [si:d] n.种子；根据；精液；萌芽；子孙；原由 vt.播种；结实；成熟；去…籽 vi.播种；（植物）结实 n.(Seed)人名；(英)
锡德

547 seen 2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548 segments 1 [seɡ'mənts] n. 段

549 sense 1 n.感觉，功能；观念；道理；理智 vt.感觉到；检测 n.森斯（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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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 servi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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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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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3 setters 1 ['setəz] 二传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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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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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 Sheba 2 ['ʃi:bə] n.示巴（古代国家名）；示巴女王；极具魅力的美女

557 shepherds 2 英 ['ʃepəd] 美 ['ʃepərd] n. 牧羊者；牧师；指导者 v. 牧羊；照看；引领

558 ship 2 [ʃip] vt.运送，乘船；以船运送 vi.上船；乘船旅行；当船员 n.船；舰；太空船 n.(Ship)人名；(中)摄(广东话·威妥玛)

559 shipments 1 [ʃiː p'mənts] n. 装运；货物 名词shipment的复数形式.

560 ships 1 [ʃɪps] n. 船舶 名词ship的复数形式.

561 shortages 1 ['ʃɔː tɪdʒɪz] 缺陷

562 should 2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563 shouting 1 ['ʃəutiŋ] n.大喊大叫 vi.大喊大叫（shout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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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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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 since 2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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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 six 1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568 skylab 2 ['skailæb] n.太空实验室

569 sm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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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 snap 1 [snæp] vt.突然折断，拉断；猛咬；啪地关上 vi.咬；厉声说；咯嗒一声关上 n.猛咬；劈啪声；突然折断 adj.突然的

571 s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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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 som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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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 somebody 1 ['sʌm,bɔdi, -bʌ-, -bə-] n.大人物；重要人物 pron.有人；某人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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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 sout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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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 soviet 1 ['sauviət, 'sɔ-] adj.苏联的；苏维埃的；委员会的 n.苏维埃（代表会议）；委员会；代表会议

577 space 19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578 spacecrafts 1 [s'peɪskrɑ fːts] 航天器

579 spend 2 [spend] vt.度过，消磨（时光）；花费；浪费；用尽 vi.花钱；用尽，耗尽 n.预算

580 spending 2 ['spendɪŋ] n. 经费(开销)

581 spent 2 [spent] adj.耗尽了的；精疲力尽的 v.花费（spend的过去分词）；浪费；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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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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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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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 station 3 n.车站；驻地；地位；身份 vt.配置；安置；驻扎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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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 st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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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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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9 straight 1 adj.直的；连续的；笔直的；正直的；整齐的；异性恋的 adv.直接地；不断地；立即；坦率地 n.直；直线；直男，直
女，异性恋者 n.(Straight)人名；(英)斯特雷特

590 students 1 [st'juːdnts]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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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 Sunday 1 ['sʌndei] n.星期日；礼拜日

593 super 1 ['sju:pə] adj.特级的；极好的 n.特级品，特大号；临时雇员 n.(Super)人名；(英)休珀

594 supplement 1 [英['sʌplɪm(ə)nt] 美['sʌplɪmənt]] vt.增补，补充 n.增补，补充；补充物；增刊，副刊

595 supplier 1 [sə'plaiə] n.供应厂商，供应国；供应者

596 supports 1 [sə'pɔː ts] n. 支持

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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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8 surface 1 ['sə:fis] n.表面；表层；外观 adj.表面的，肤浅的 vi.浮出水面 vt.使浮出水面；使成平面 n.(Surface)人名；(英)瑟菲斯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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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tan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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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 tasked 1 英 [tɑːsk] 美 [tæsk] n. 任务；工作 vt. 交给某人（任务)；使做艰苦的工作

602 teacher 1 ['ti:tʃə] n.教师；导师 n.(Teacher)人名；(英)蒂彻

603 tells 1 [tel] v. 告诉；吩咐；讲述；表达；辨别；判断；泄露；告发；产生效果

604 tentacles 1 ['təntəkəlz] n. [动]触须；[植]触毛；似触手的东西 名词tentacle的复数形式.

605 test 1 [test] n.试验；检验 vt.试验；测试 vi.试验；测试 n.(Test)人名；(英)特斯特

606 tested 1 ['testid] adj.经受过考验的；经验定的 v.考验（test的过去分词）；测验

607 than 2 [ðæn, 弱ðən, ðn] conj.比（用于形容词、副词的比较级之后）；除…外（用于other等之后）；与其…（用于rather等之
后）；一…就（用于nosooner等之后） prep.比；超过 n.(Than)人名；(老、柬、德)坦；(缅)丹

608 that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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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9 the 8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610 thei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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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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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them 5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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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 then 5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614 there 4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615 these 3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616 they 7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617 thing 3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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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 thi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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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 thorny 1 ['θɔ:ni] adj.多刺的；痛苦的；令人苦恼的

621 those 5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622 though 3 [ðəu] adv.可是，虽然；不过；然而 conj.虽然；尽管 prep.但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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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 throug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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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 Tibet 1 [ti'bet] n.西藏（中国一自治区）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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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 to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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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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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630 tow 1 [təu] n.拖；麻的粗纤维；拖曳所用之绳 vt.拖；牵引；曳 vi.被拖带；拖行 n.(Tow)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道

631 tracking 1 ['trækiŋ] n.追踪，跟踪 v.跟踪（track的ing形式）

632 traction 1 ['trækʃən] n.牵引；[机][车辆]牵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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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 transportation 1 [,trænspə'teiʃən, ,trænz-, ,trɑ:n-] n.运输；运输系统；运输工具；流放

635 traveling 1 ['trævəliŋ] adj.旅行（用）的；移动的 v.旅行（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 n.走步（等于walking）

636 trivia 1 ['triviə] n.琐事

637 truck 1 [trʌk] n.卡车；交易；手推车 vi.驾驶卡车；以物易物 vt.交易；以卡车运输 adj.（美）运货汽车的 n.(Truck)人名；(德)特
鲁克

638 try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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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 tug 1 [tʌg] n.拖船；拖曳；苦干 vi.用力拉；竞争；努力做 vt.用力拉；较量；用拖船拖

640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641 uk 2 [ˌju 'ːkeɪ] abbr. 英国(=United Kingdom)

642 unfortunately 1 [ʌn'fɔ:tʃənətli] adv.不幸地

643 unidentified 20 adj.未经确认的；未辨别出的，身份不明的

644 union 1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645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646 universal 1 [,ju:ni'və:səl] adj.普遍的；通用的；宇宙的；全世界的；全体的 n.一般概念；普通性

647 unlike 1 [,ʌn'laik] adj.不同的，不相似的 prep.和…不同，不像

648 u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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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9 updated 2 [ʌp'deɪtɪd] adj. 更新的；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50 urged 1 ['ɜːdʒd] v. 催促；怂恿 动词ur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51 us 1 pron.我们

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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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 Utah 1 ['ju:tɑ:] n.美国犹他州

654 valentine 6 ['væləntain] n.情人；情人节礼物

655 vast 1 [vɑ:st, væst] adj.广阔的；巨大的；大量的；巨额的 n.浩瀚；广阔无垠的空间 n.(Vast)人名；(法)瓦斯特

656 ve 1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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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7 vendors 2 ['vendəz] 供应商,vendor的复数

658 vide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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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9 Visalia 1 n. 维塞利亚(在美国；西经 119º18' 北纬 36º20')

660 vision 1 n.视力；美景；眼力；幻象；想象力；幻视（漫威漫画旗下超级英雄） vt.想象；显现；梦见

661 visited 1 v.拜访，访问（visit的过去式）

662 Wales 1 [weilz] n.威尔士（英国大不列颠岛西南部地区）

663 warned 1 英 [wɔː n] 美 [wɔː rn] vt. 警告；告诫；预先通知 vi. 发出警告

664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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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 w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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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 wear 1 n.衣物；磨损；耐久性 v.穿着；用旧；耗损；面露

668 wearing 1 [wεə riŋ, wεərŋ, 'wεəriŋ] adj.磨损的；穿用的；令人疲倦的 v.穿着；磨损（wear的ing形式） n.(Wearing)人名；(英)韦尔林

669 website 1 ['websaɪt] n. 网站

670 week 1 [wi:k] n.周，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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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2 wh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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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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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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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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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6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677 whippet 1 ['hwipit] n.轻型战车；小灵狗（一种赛狗）

678 white 2 [hwait] adj.白色的；白种的；纯洁的 n.白色；洁白；白种人

679 who 2 pron.谁；什么人

680 whoever 1 [hu:'evə] pron.无论谁；任何人 n.《爱谁谁》（电影名）

681 wholesale 1 ['həulseil] adj.批发的；大规模的 n.批发 adv.大规模地；以批发方式 vt.批发 vi.批发；经营批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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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3 window 1 ['windəu] n.窗；窗口；窗户

684 with 13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685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686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687 worn 1 [wɔ:n] adj.疲倦的；用旧的 v.穿；磨损（wear的过去分词）；佩戴 n.(Worn)人名；(柬)翁；(英、葡)沃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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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9 wounds 2 ['wuːndz] n. 伤口 名词wound的复数形式.

690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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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2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693 Yorkie 1 [jɔ:ki] n.约克夏

694 Yorkshire 1 ['jɔ:kʃə] n.约克郡（英格兰东北的一郡）

695 you 8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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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7 your 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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