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nn10 2022-02-17 词汇表词汇表

1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2 ab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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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elerate 1 [ək'seləreit] vt.使……加快；使……增速 vi.加速；促进；增加

4 accident 1 ['æksidənt] n.事故；意外；[法]意外事件；机遇

5 accidentally 1 [,æksi'dentli] adv.意外地；偶然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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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cres 1 ['eɪkəs] n. 土地；耕地；地产

8 actually 1 adv.实际上；事实上

9 adding 1 ['ædiŋ] v.增加（add的ing形式） n.(Adding)人名；(瑞典)阿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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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ffected 1 [ə'fektid] adj.受到影响的；做作的；假装的 vt.影响；假装；使…感动（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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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gain 5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14 agency 2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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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larm 1 n.闹钟；警报，警告器；惊慌 vt.警告；使惊恐

17 Alberta 1 [æl'bə:tə] n.亚伯达（加拿大西部的一个省）

18 al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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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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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llowed 1 adj.允许，容许的 v.允许；认可（allow的过去分词）

21 almost 2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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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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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lternatives 1 [ɔː l'tɜːnətɪvz] n. 其它选择；备选方案 名词alternativ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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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mazing 1 [ə'meiziŋ] adj.令人惊异的 v.使吃惊（amaze的ing形式）

27 America 1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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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an 7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0 anchor 1 n.锚；抛锚停泊；靠山；新闻节目主播 vt.抛锚；使固定；主持节目 vi.抛锚 adj.末棒的；最后一棒的

31 and 38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32 ant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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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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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anymore 1 ['eni'mɔ:] adv.再也不，不再

35 appealed 1 [ə'piː l] n. 恳求；呼吁；上诉；吸引力 n. (体育比赛中)诉请裁决 v. 呼吁；有吸引力；求助；诉请

36 are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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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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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areas 2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39 army 1 ['ɑ:mi] n.陆军，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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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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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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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association 3 [ə,səusi'eiʃən, ə,səuʃi'ei-] n.协会，联盟，社团；联合；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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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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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athletes 1 ['æθliː ts] 运动员

46 attack 1 [ə'tæk] n.攻击；抨击；疾病发作 vt.攻击；抨击；动手干 vi.攻击；腐蚀 n.(Attack)人名；(瑞典)阿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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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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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automatically 1 [,ɔ:tə'mætikəli] adv.自动地；机械地；无意识地 adj.不经思索的

50 availability 1 [ə,veilə'biləti] n.可用性；有效性；实用性

51 available 2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52 awarded 1 英 [ə'wɔː d] 美 [ə'wɔː rd] n. 奖品；奖 v. 授予；给予；判给

53 back 2 n.后面；背部；靠背；足球等的后卫；书报等的末尾 vt.支持；后退；背书；下赌注 vi.后退；背靠；倒退 adv.以前；向后
地；来回地；上溯；回来；回原处 adj.后面的；过去的；拖欠的 n.(Back)人名；(西、英、德、法、瑞典、捷)巴克

54 baller 1 ['bɔ:lə] n.[机]切边卷取机，面团揉圆机；搓球机 n.(Baller)人名；(西)巴列尔；(德、英)巴勒

55 banned 3 [bæn] v. 禁止；剥夺权利 n. 禁令；禁止

56 bark 1 [bɑ:k] n.树皮；深青棕色；毛皮；皮肤；狗叫 vt.狗叫；尖叫；剥皮 n.(Bark)人名；(英、西、德、捷、法、芬、瑞典)巴
克；(阿拉伯、俄)巴尔克

57 barrow 1 [bærəu] n.搬运架，手推车；弃矿；古坟 n.(Barrow)人名；(英、西)巴罗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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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basketball 1 ['bɑ:skitbɔ:l, 'bæs-] n.篮球；篮球运动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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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62 been 4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63 beetle 1 ['bi:tl] vi.急忙来回；突出 vt.用槌打 n.甲虫；大槌 n.(Beetle)人名；(英)比特尔

64 beetles 5 ['biː tl] n. 甲虫；木槌；[纺]捶布机 v. 快速移动；用木槌捶；突出 adj. 突出的；显著的

65 before 3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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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begins 1 [bɪ'ɡɪn] v. 开始；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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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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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biden 3 n. 拜登(姓氏)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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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biological 1 [,baiəu'lɔdʒik,-kəl] adj.生物的；生物学的

73 biologist 2 [bai'ɔlədʒist] n.生物学家

74 block 1 n.块；街区；大厦；障碍物 vt.阻止；阻塞；限制；封盖 adj.成批的，大块的；交通堵塞的 n.(Block)人名；(英、法、
德、西、葡、芬、罗)布洛克

75 boards 1 ['bɔː dz] n. 护板；舞台 名词board的复数形式.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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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builder 1 ['bildə] n.建筑者；建立者

78 builders 4 ['bɪldəz] n. 洗选强化剂

79 building 2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80 bur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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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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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bu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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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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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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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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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can 4 vt.将…装入密封罐中保存 aux.能；能够；可以；可能 n.罐头；（用金属或塑料制作的）容器；（马口铁或其他金属制作
的）食品罐头

87 Canada 2 ['kænədə] n.加拿大（北美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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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Canadian 2 [kə'neidiən] adj.加拿大（人）的 n.加拿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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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car 1 [kɑ:] n.汽车；车厢 n.(Car)人名；(土)贾尔；(法、西)卡尔；(塞)察尔

91 Carl 3 [kɑ:l] n.卡尔（男名）

92 carnitine 1 ['kɑ:niti:n] n.[生化]肉毒碱

93 carriers 1 ['kæriəz] 载体

94 cars 2 英 [kɑ:z] 美 [kɑ:rz] n. 汽车；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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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cast 1 [kɑ:s, kæst] vt.投，抛；计算；浇铸；投射（光、影、视线等） n.投掷，抛；铸件，[古生]铸型；演员阵容；脱落物 vi.投，
抛垂钓鱼钩；计算，把几个数字加起来 n.(Cast)人名；(法)卡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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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cellular 1 ['seljulə] adj.细胞的；多孔的；由细胞组成的 n.移动电话；单元

99 centered 1 ['sentəd] adj.居中的；有圆心的 v.集中；居中（c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00 CEO 2 abbr.首席执行官；执行总裁（chiefexecutiveoffi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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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chain 1 n.链；束缚；枷锁 vt.束缚；囚禁；用铁链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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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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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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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characterize 1 ['kærəktəraiz] vt.描绘…的特性；具有…的特征 vi.塑造人物

107 chase 1 [tʃeis] vt.追逐；追捕；试图赢得；雕镂 vi.追逐；追赶；奔跑 n.追逐；追赶；追击 n.(Chase)人名；(英)蔡斯；(法)沙斯

108 chasing 1 ['tʃeisiŋ] n.[建]雕镂术；车螺丝雕镂；铸件最后抛光 v.追赶（chase的ing形式） n.(Chasing)人名；(英)蔡辛

109 chemical 1 ['kemikəl] n.化学制品，化学药品 adj.化学的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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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closures 1 英 ['kləʊʒə(r)] 美 ['kloʊʒər] n. 关闭；关口；讨论终结；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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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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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coming 1 ['kʌmiŋ] adj.即将到来的；接着的；前途有望的 n.来到；到达 v.来（come的ing形式）

115 companies 2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116 compete 2 [kəm'pi:t] vi.竞争；比赛；对抗

117 competitors 1 [kəm'petɪtəz] 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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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compound 1 n.[化学]化合物；混合物；复合词 adj.复合的；混合的 v.合成；混合；恶化，加重；和解，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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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concrete 2 [kən'kri:t, 'kɔnkri:t] adj.混凝土的；实在的，具体的；有形的 vi.凝结 vt.使凝固；用混凝土修筑 n.具体物；凝结物

122 condition 1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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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considering 1 [kən'sidəriŋ] prep.考虑到；就...而论 conj.考虑到 v.考虑到（consider的ing形式）

125 continue 1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126 continues 1 [kən'tɪnju ]ː v. 继续；连续；维持；持续

127 controversy 1 ['kɔntrə,və:si] n.争论；论战；辩论

128 convention 1 [kən'venʃən] n.大会；[法]惯例；[计]约定；[法]协定；习俗

129 Cooke 5 n.库克（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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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corona 1 [kə'rəunə] n.[物]电晕；日冕；冠状物 n.(Corona)人名；(罗、葡、西、意、英)科罗纳，科罗娜(女名)

132 correspondent 1 [,kɔ:ri'spɔndənt] n.通讯记者；客户；通信者；代理商行

133 co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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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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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could 5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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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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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court 3 [kɔ:t] n.法院；球场；朝廷；奉承 vt.招致（失败、危险等）；向…献殷勤；设法获得 vi.求爱 n.(Court)人名；(英)考特；
(法)库尔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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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coverage 1 n.覆盖，覆盖范围；新闻报道

140 cracks 1 [kræk] v. 破裂；砸开；发出爆裂声；撞击；破解；变嘶哑；崩溃；制裁；<非正式>开玩笑 n. 裂缝；裂痕；爆裂声；猛
击；尝试；俏皮话 adj. 训练有素的

141 creates 1 [kri'ː eɪts] n. 创立 创建.

142 cut 1 [kʌt] n.伤口；切口；削减；（服装等的）式样；削球；切入 vt.[机]切割；削减；缩短；刺痛 vi.[机]切割；相交；切牌；停
拍；不出席 adj.割下的；雕过的；缩减的

143 dad 1 [dæd] n.爸爸；爹爹 n.(Dad)人名；(孟、巴基、阿富)达德；(泰)达

144 dark 1 adj.黑暗的，深色的；模糊的；无知的；忧郁的 n.黑暗；夜；黄昏；模糊 n.（Dark）人名；（英）达克 n.（Dark）《暗
黑》（一部2017年Netflix出品的德国惊悚剧）

145 d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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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deal 1 [di:l] vt.处理；给予；分配；发牌 vi.处理；讨论；对待；做生意 n.交易；（美）政策；待遇；份量 n.(Deal)人名；(英、
西)迪尔

147 decades 1 n.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

148 December 1 [di'sembə] n.十二月

149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150 declared 1 [di'klεəd] adj.公然的；公开宣布的

151 defend 1 [di'fend] vt.辩护；防护 vi.保卫；防守

152 definition 1 [,defi'niʃən] n.定义；[物]清晰度；解说

153 deliberate 1 [di'libərət] adj.故意的；深思熟虑的；从容的 vt.仔细考虑；商议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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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details 1 n.细节（detail的复数）；详细资料 v.详细说明（detail的三单形式）

156 devices 3 [dɪ'vaɪsɪz] n. 设备

157 dial 1 ['daiəl, dail] n.转盘；刻度盘；钟面 vi.拨号 vt.给…拨号打电话 n.(Dial)人名；(英)戴尔

158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159 discussions 1 [dɪs'kʌʃnz] 讨论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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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document 1 n.文件，公文；[计]文档；证件 vt.记录，记载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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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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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dollars 1 n. 美元（dollar的复数）

165 doping 5 n.[体育]使用(或服用)兴奋剂；[电子学](在半导体材料中)掺杂(质)；[工程]上涂料 v.（dope的ing形式）给…服用毒品;
强迫…吸毒

166 doubled 1 ['dʌbld] adj. 两倍的；快步走的；加倍努力的 动词doub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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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downsides 1 n.下降趋势（downside的复数形式）

169 drier 1 n.干燥机；干燥剂；吹风机 dry的比较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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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dru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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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drugs 5 [drʌgz] n.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

173 due 1 [dju:, du:] adj.到期的；预期的；应付的；应得的 n.应付款；应得之物 adv.正（置于方位词前） n.(Due)人名；(英)迪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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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dunk 1 [dʌŋk] vt.扣篮；泡；浸 n.(Dunk)人名；(英)邓克

175 dunking 2 ['dʌŋkiŋ] v.扣篮（dunk的ing形式）

176 earth 1 n.地球；地表，陆地；土地，土壤；尘事，俗事；兽穴 vt.把（电线）[电]接地；盖（土）；追赶入洞穴 vi.躲进地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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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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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fficient 1 [i'fiʃənt] adj.有效率的；有能力的；生效的

180 eliminated 1 [ɪ'lɪmɪneɪt] v. 除去；剔除；忽略；淘汰

181 else 1 [els] adv.其他；否则；另外 adj.别的；其他的 n.(Else)人名；(英)埃尔斯；(德)埃尔泽；(芬、丹)埃尔塞

182 emerge 1 [i'mə:dʒ] vi.浮现；摆脱；暴露

183 en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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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endurance 1 [in'djuərəns] n.忍耐力；忍耐；持久；耐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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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nhancing 2 英 [ɪn'hɑːns] 美 [ɪn'hæns] vt. 提高；增加；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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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ntire 2 [in'taiə] adj.全部的，整个的；全体的 n.(Entire)人名；(英)恩泰尔

189 environmental 1 [in,vaiərən'mentəl] adj.环境的，周围的；有关环境的

190 epidemic 2 [,epi'demik] adj.流行的；传染性的 n.传染病；流行病；风尚等的流行

191 especially 2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192 et 2 [i:ti:] conj.（拉丁语）和（等于and）

193 European 1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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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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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expanding 1 英 [ɪks'pændɪŋ] 美 [ɪk'spændɪŋ] adj. 扩展的；扩充的 动词expand的现在分词形式.

197 expected 1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198 expensive 3 [ik'spensiv] adj.昂贵的；花钱的

199 experience 1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200 explain 1 [ik'splein] v.说明；解释

201 fact 2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202 factors 1 英 ['fæktə(r)] 美 ['fæktər] n. 因素；因数；因子 vt. 把 ... 因素包括进去 vi. 作为因素

203 fail 1 [feil] vi.失败，不及格；破产；缺乏；衰退 vt.不及格；使失望；忘记；舍弃 n.不及格 n.(Fail)人名；(葡、捷)法伊尔；(法)法
伊

204 fallen 1 ['fɔ:lən] adj.堕落的；落下来的；陷落的 v.落下；跌倒（fall的过去分词）

205 false 1 [fɔ:ls] adj.错误的；虚伪的；伪造的 adv.欺诈地

206 family 1 n.家庭；亲属；家族；子女；[生]科；语族；[化]族 adj.家庭的；家族的；适合于全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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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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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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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February 2 ['februəri] n.二月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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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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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few 1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214 fifteen 1 ['fifti:n] n.十五；十五个；十五人组成的橄榄球队 adj.十五的 num.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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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figu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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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fill 1 [fil] vt.装满，使充满；满足；堵塞；任职 vi.被充满，膨胀 n.满足；填满的量；装填物 n.(Fill)人名；(德、俄、匈)菲尔

218 fills 1 [fɪl] vt. 装满；弥漫；填充；担任 n. 足量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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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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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finding 1 ['faindiŋ] n.发现；裁决；发现物 v.找到；感到（find的ing形式）；遇到

221 finest 1 n.警方（美） adj.好的，出色的（fine的最高级）

222 fireproof 1 adj.防火的；耐火的 vt.使耐火；使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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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firestarter 1 n. 打火石点火器具；引火物；纵火犯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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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fish 1 [fiʃ] vi.捕鱼，钓鱼；用钩捞取 n.鱼，鱼类 vt.钓鱼，捕鱼；搜寻 n.(Fish)人名；(英、西)菲什；(俄)菲施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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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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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ammable 1 ['flæməbl] adj.易燃的；可燃的；可燃性的 n.易燃物

230 Florida 2 ['flɔridə] n.佛罗里达（美国东南部的州）

231 foam 1 [fəum] n.泡沫；水沫；灭火泡沫 vi.起泡沫；吐白沫；起着泡沫流动 vt.使起泡沫；使成泡沫状物

232 foot 1 [fut] n.脚；英尺；步调；末尾 vi.步行；跳舞；总计 vt.支付；给……换底 n.(Foot)人名；(英)富特

233 footnote 1 ['futnəut] n.脚注；补充说明 vt.给…作脚注；在脚注里评议

234 for 9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235 forest 4 ['fɔrist] vt.植树于，使成为森林 n.森林 n.(Forest)人名；(法)福雷；(英、西)福雷斯特

236 forests 3 英 ['fɒrɪst] 美 ['fɔː rɪst] n. 森林；林火 vt. (用树林)覆盖；置于(树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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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mer 1 ['fɔ:mə] adj.从前的，前者的；前任的 n.模型，样板；起形成作用的人 n.(Former)人名；(法)福尔梅；(德、捷)福尔默

239 formula 1 ['fɔ:mjulə] n.[数]公式，准则；配方；婴儿食品

240 from 4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41 fu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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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games 2 [geɪmz] n. [计算机] 游戏程序 n. 运动会；比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 v. 赌博（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

243 generation 2 [,dʒenə'reiʃən] n.一代；产生；一代人；生殖

244 generations 1 [dʒenə'reɪʃnz] n. 世代

245 Georgia 1 ['dʒɔ:dʒjə] n.乔治亚州；格鲁吉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乔治娅（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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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Germany 2 ['dʒə:məni] n.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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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getting 2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250 god 1 [gɔd] n.神；（大写首字母时）上帝 vt.膜拜，崇拜 n.(God)人名；(索、阿拉伯)古德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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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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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golds 1 n. 戈尔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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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goods 2 [gudz] n.商品；动产；合意的人；真本领

256 go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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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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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GPS 1 abbr.全球定位系统（GlobalPositionSystem）；通用雷达（GeneralPurposeRadar）；炮长主瞄准镜（Gunner'sPrimarySight）

259 grandfather 1 ['grænd,fɑ:ðə] n.祖父；始祖 vt.不受新规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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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growth 1 [grəuθ] n.增长；发展；生长；种植

262 Guinness 1 ['ginis] n.吉尼斯黑啤酒（英国产强性黑啤酒的一种）

263 hacked 1 [hækt] 生气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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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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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hail 1 n.冰雹；致敬；招呼；一阵 vt.致敬；招呼；向...欢呼；猛发；使像下雹样落下（过去式hailed，过去分词hailed，现在分词
hailing，第三人称单数hails） vi.招呼；下雹 int.万岁；欢迎 n.(Hail)人名；(阿拉伯、捷)海尔

266 hammered 1 ['hæməd] adj.锤成的；铸打成的 v.锤打（hamm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67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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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harvesting 1 ['hɑ:vistiŋ] v.[农学]收割；收获（harvest的ing形式） n.[农学]收割；收获 adj.收获的；收割的

270 ha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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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hav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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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hav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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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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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hear 2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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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Heights 1 n.高度（电影名）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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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helped 1 [help] v. 帮助；有助于；促进；擅自拿取；（不）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 帮助；援助；帮手；佣人；仆人 int. 救命！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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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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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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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highly 1 ['haili] adv.高度地；非常；非常赞许地

283 highness 1 ['hainis] n.殿下，阁下；高度，高位；高尚，高贵

284 him 1 [him, 弱im] pron.他（宾格） n.(Him)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欣；(柬)亨；(中)谦(广东话·威妥玛)

285 his 4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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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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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home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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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hopefully 1 ['həupfuli] adv.有希望地，有前途地

290 hotter 1 [hɔtə] adj.热的；热烈的

291 houses 1 ['hauziz] n.住宅；家园；洋房（house的复数）；房子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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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Howard 1 ['hauəd] n.霍华德（男子名）

294 hyper 1 ['haipə] adj.亢奋的；高度紧张的 n.宣传人员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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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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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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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in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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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inches 1 [ɪntʃ] n. 英寸；少量 v. 慢慢移动 （复）inches: 身高.

300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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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increa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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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increasing 1 [in'kri:siŋ] adj.越来越多的，渐增的 v.增加，加大（increase的ing形式）

304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305 inflation 1 [in'fleiʃən] n.膨胀；通货膨胀；夸张；自命不凡

306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307 ingested 1 [ɪn'dʒest] v. 咽下；摄取

308 injecting 1 [ɪn'dʒekt] v. 注射；注入；引入；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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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 interior 1 [in'tiəriə] n.内部；本质 adj.内部的；国内的；本质的

310 Internet 1 ['intənet] n.因特网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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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invading 1 [ɪn'veɪd] v. 侵略；拥入；侵害；侵扰

313 invasion 1 [in'veiʒən] n.入侵，侵略；侵袭；侵犯

314 investigation 2 [in,vesti'geiʃən] n.调查；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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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is 2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317 isn 3 abbr. 集成供应网络(=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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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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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itself 1 [it'self] pron.它自己；它本身

321 janice 2 ['dʒænis] n.贾尼斯（女子名，等于Janis）

322 Jerry 1 ['dʒeri] n.杰里（男子名）

323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324 john 2 [dʒɔn] n.厕所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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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Kamila 3 [kə'miː lə] n. (=kamala) 粗糠柴

327 keeping 1 ['ki:piŋ] n.保管；一致；协调；遵守 v.保持；遵守（keep的ing形式）

328 kill 2 [kil] vt.杀死；扼杀；使终止；抵消 vi.杀死 n.杀戮；屠杀 adj.致命的；致死的 n.(Kill)人名；(德)基尔

329 killed 1 [kild] adj.被杀死的；镇静的；隔开的 vt.杀（kill的过去分词）

330 kind 1 [kaind] n.种类；性质 adj.和蔼的；宽容的；令人感激的 n.(Kind)人名；(德、俄、法、捷)金德；(瑞典)欣德

331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332 lands 1 [lændz] n. 平原；土地 名词land的复数形式.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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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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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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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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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least 1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339 leaves 1 [li:vz] n.树叶；花瓣（leaf的复数） v.离开（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

340 legacy 1 ['legəsi] n.遗赠，遗产

341 legged 1 ['legid, legd] adj.有腿的 v.奔走；用脚移动或推动（leg的过去分词）

342 less 1 [les] adv.较少地；较小地；更小地 adj.较少的；较小的 prep.减去 n.较少；较小 n.(Less)人名；(德、意、匈、芬)莱斯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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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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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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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limited 1 ['limitid] adj.有限的 n.高级快车

347 listening 1 ['lisəniŋ] adj.收听的；助听的 n.倾听 v.听（listen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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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lo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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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longer 1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351 loo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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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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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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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lost 1 [lɔst, lɔ:st] adj.失去的；丧失的；迷惑的 v.遗失（lose的过去分词）；失败

355 lo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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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lumber 6 ['lʌmbə] vi.伐木；喧闹地向前走；笨重地行动，缓慢地移动 vt.砍伐木材；乱堆 n.木材；废物，无用的杂物；隆隆声

357 make 1 [meik] vt.使得；进行；布置，准备，整理；制造；认为；获得；形成；安排；引起；构成 vi.开始；前进；增大；被制
造 n.制造；构造；性情 n.(Make)人名；(塞、南非)马克

358 makers 1 n. 迈克（美国一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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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mal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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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many 4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362 material 1 [mə'tiəriəl] adj.重要的；物质的，实质性的；肉体的 n.材料，原料；物资；布料

363 matters 1 ['mætəz] n. 事情 名词matter的复数形式.

364 may 7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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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me 3 [mi:, 弱mi] pron.我（宾格） n.自我；极端自私的人；自我的一部分 n.(Me)人名；(日)马(姓)；(朝)袂；(阿拉伯、柬、老)梅

367 mean 1 adj.平均的；卑鄙的；低劣的；吝啬的 vt.意味；想要；意欲 n.平均值 vi.用意 n.(Mean)人名；(柬)棉

368 meantime 1 ['mi:n'taim] n.其时，其间 adv.同时；其间

369 medal 3 ['medəl] n.勋章，奖章；纪念章 n.(Medal)人名；(西、捷)梅达尔

370 medals 3 abbr. 模数工程制图和程序库系统(=Modular Engineering Draughting and Library System)

371 media 1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372 medical 1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373 meet 2 [mi:t] vt.满足；遇见；对付 vi.相遇；接触 n.集会 adj.合适的；适宜的 n.(Meet)人名；(英)米特

374 mega 1 ['megə] n.百万 adj.许多；宏大的 adv.非常 n.(Mega)人名；(葡、意、捷、塞)梅加

375 met 1 [met] v.遇见（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et)人名；(瑞典)梅特

376 mill 1 [mil] vi.乱转；被碾磨 n.工厂；磨坊；磨粉机；制造厂；压榨机 vt.搅拌；碾磨；磨细；使乱转 n.(Mill)人名；(英、德、
俄、瑞典)米尔

377 million 1 ['miljən] n.百万；无数 adj.百万的；无数的 num.百万 n.(Million)人名；(法、罗、埃塞)米利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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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 Mills 1 [milz] n.米尔斯（人名）

380 mind 1 [maind] n.理智，精神；意见；智力；记忆力 vt.介意；专心于；照料 vi.介意；注意

381 Minnesota 1 [,mini'səutə] n.明尼苏达州（美国中北部洲）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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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 mobile 1 adj.可移动的；机动的；易变的；非固定的 n.移动电话

384 modems 1 ['məʊdemz] 调制解调器

385 molds 1 英 [məʊld] 美 [moʊld] n. 模式；类型；模子；模型；真菌；软土 vt. 形成；制模；发霉 vi. 发霉；符合形状

386 mom 1 [mɔm] n.妈妈 n.(Mom)人名；(柬)蒙

387 more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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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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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 mountain 2 [ˈmauntin，ˈmaʊntən] n.山；山脉 n.(Mountain)人名；(英)芒廷

390 mu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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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 must 1 [mʌst, 弱məst, məs, mst, ms] aux.必须，一定；可以，应当；很可能 n.绝对必要的事物；未发酵葡萄汁 n.(Must)人名；(匈)穆
什特；(俄、瑞典)穆斯特

392 m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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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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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 national 3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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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 negotiate 1 [ni'gəuʃieit, -si-] vt.谈判，商议；转让；越过 vi.谈判，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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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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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 network 2 ['netwə:k] n.网络；广播网；网状物

399 networks 2 英 ['netwɜːk] 美 ['netwɜ rːk] n. 网点；网络；网状系统；广播公司

400 new 5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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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 n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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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 normal 1 adj.正常的；正规的；标准的 n.正常；标准；常态；法线（数学） n.(Normal)人名；(德)诺马尔

404 normally 1 ['nɔ:məli] adv.正常地；通常地，一般地

405 Norway 3 ['nɔ:wei] n.挪威（北欧国家名）

406 not 1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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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 now 3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409 of 32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10 offered 1 ['ɒfəd] v. 提供；奉献；提议 vbl. 提供；奉献；提议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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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officials 1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413 oh 1 [əu] int.哦；哎呀（表示惊讶或恐惧等）

414 old 7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415 oliver 1 ['ɔlivə] n.奥利弗（男子名）

416 ollie 2 ['ɔli] n.奥利（男子名，等于Oliver）；奥莉（女子名，等于Olive）；翱骊（滑板的一种动作）

417 olympians 1 奥运选手

418 Olympic 2 [əu'limpik] adj.奥林匹斯山的，奥林匹亚的；奥林匹克的

419 olympics 4 英 [əʊ'lɪmpɪks] 美 [oʊ'lɪmpɪks] n. 奥林匹克运动会 =Olympic Games.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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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 once 2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422 on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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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 ongoing 1 ['ɔn,gəuiŋ, 'ɔ:n-] adj.不间断的，进行的；前进的 n.前进；行为，举止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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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 opened 1 v.打开，开启（open过去分词形式） adj.开的

426 o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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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 Orlando 1 [ɔ:'lændəu] n.奥兰多（美国城市名，男子名）

428 other 5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429 others 1 pron.其他人

430 our 6 ['auə, ɑ:] pron.我们的

431 o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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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 outrage 1 ['autreidʒ] n.愤怒，愤慨；暴行；侮辱 vt.凌辱，强奸；对…施暴行；激起愤怒

433 outside 1 [,aut'said, 'aut'said] adj.外面的，外部的；外来的 n.外部；外观 adv.在外面，向外面；在室外 prep.在…范围之外

434 ov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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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 overall 1 ['əuvərɔ:l, ,əuvə'rɔ:l] adj.全部的；全体的；一切在内的 adv.全部地；总的说来 n.工装裤；罩衫

436 passer 1 ['pɑ:sə, 'pæs-] n.过路人；旅客；考试合格者 n.(Passer)人名；(英、德、捷)帕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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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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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 performance 5 n.性能；绩效；表演；执行；表现

440 pers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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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 phase 1 n.月相 n.（月亮的）盈亏 n.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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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phasing 1 [feisiŋ] n.定相；调整相位 v.使调整相位；分阶段进行；使同步（phase的ing形式）

443 phenom 1 [fi'nɔm, 'fi:nɔm] n.杰出人才（尤指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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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 pine 3 [pain] vi.渴望，痛苦；憔悴 n.[林]松树；凤梨，菠萝 vt.为…悲哀；哀悼 adj.松木的；似松的 n.(Pine)人名；(英)派因

446 pitch 1 vi.倾斜；投掷；搭帐篷；坠落 vt.投；掷；定位于；用沥青涂；扎营；向前倾跌 n.沥青；音高；程度；树脂；倾斜；投
掷；球场

447 pl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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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 plac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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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 plague 1 [pleig] n.瘟疫；灾祸；麻烦；讨厌的人 vt.折磨；使苦恼；使得灾祸

450 planned 1 [plænd] adj.有计划的；根据计划的 v.打算（plan的过去分词）；设计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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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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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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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455 political 1 [pə'litikəl] adj.政治的；党派的

456 poll 2 [pəul] n.投票；民意测验；投票数；投票所 vt.投票；剪短；对…进行民意测验；获得选票 vi.投票 adj.无角的；剪过毛的；
修过枝的 n.(Poll)人名；(德、匈、罗、英)波尔

457 populations 1 [pɒpjʊ'leɪʃnz] 居群

458 positive 1 ['pɔzətiv, -zi-] adj.积极的；[数]正的，[医][化学]阳性的；确定的，肯定的；实际的，真实的；绝对的 n.正数；[摄]正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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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461 pretty 1 adj.漂亮的；可爱的；优美的 adv.相当地；颇 n.有吸引力的事物（尤指饰品）；漂亮的人 n.Pretty，普雷蒂（人名）

462 prevalent 1 ['prevələnt] adj.流行的；普遍的，广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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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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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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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 problems 2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467 produced 1 [prəu'dju:st] v.产生；制造（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创作 adj.引长的；畸形地伸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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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 providers 1 [prə'vaɪdəz] 供方

470 puns 1 [pʌn] n. 双关语 vt. 说双关语

471 purposes 1 英 ['pɜːpəs] 美 ['pɜ rːpəs] n. 目的；决心；意图；议题 v. 打算；决意

472 pushing 1 ['puʃiŋ] adj.奋斗的；莽撞的；有精力的；富有进取心的 n.推挤；推人犯规（篮球术语） v.推；促进；逼迫（push的ing
形式）

473 quadruple 1 ['kwɔdrupl, kwɔ'dru:-] adj.四倍的；四重的 vt.使…成四倍 vi.成为四倍 n.四倍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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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 re 1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476 readers 1 ['riː dəz] n. 读者

477 reason 1 ['ri:zən] n.理由；理性；动机 vi.推论；劝说 vt.说服；推论；辩论 n.(Reason)人名；(英)里森

478 reasons 2 ['riː zənz] n.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

479 receive 2 [ri'si:v] vt.收到；接待；接纳 vi.接收

480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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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 records 1 [rɪ'kɔː ds] n.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

483 reducing 1 英 [rɪ'djuːsɪŋ] 美 [rɪ'duːsɪŋ] n. 减低；还原；减肥 动词re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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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 reinstated 1 ['riː ɪn'steɪtɪd] adj. 继单的；复原的 动词reinst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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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 report 1 [ri'pɔ:t] n.报告；报道；成绩单 vt.报告；报导；使报到 vi.报告；报到；写报导 n.(Report)人名；(匈)雷波特

487 reported 1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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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 requires 1 英 [rɪ'kwaɪə(r)] 美 [rɪ'kwaɪər] v. 要求；需要；命令；规定

490 revie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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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 rhymes 1 [raɪm] n. 韵；押韵；韵文 v. 押韵；用韵诗表达

492 riddl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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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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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 rioux 1 里乌

495 rise 1 [raiz, rais] vi.上升；增强；起立；高耸 vt.使…飞起；使…浮上水面 n.上升；高地；增加；出现

496 risen 1 ['rizən] adj.升起的 v.升高；站起来；反抗（rise的过去分词）

497 Rockies 1 ['rɔkiz] n.落基山脉

498 room 2 n.房间；空间；余地；机会；房间里所有的人 vt.为…提供住处；租房，合住；投宿，住宿；留…住宿 vi.居住；住宿 n.
（英）鲁姆（人名）；（俄）罗姆（人名）

499 ruling 1 ['ru:liŋ] adj.统治的；主要的；支配的；流行的，普遍的 n.统治，支配；裁定

500 running 1 ['rʌniŋ] n.运转；赛跑；流出 adj.连续的；流动的；跑着的；运转着的 v.跑；运转（run的ing形式）；行驶 n.(Running)
人名；(英)朗宁

501 rural 1 ['ruərəl] adj.农村的，乡下的；田园的，有乡村风味的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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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 Russia 1 ['rʌʃə] n.俄罗斯

504 Russian 3 ['rʌʃən] adj.俄国的；俄语的 n.俄语；俄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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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 sample 1 ['sɑ:mpl, 'sæ-] vt.取样；尝试；抽样检查 n.样品；样本；例子 adj.试样的，样品的；作为例子的 n.(Sample)人名；(英)桑
普尔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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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 sawmills 1 n.锯木厂( sawmill的名词复数 )

509 s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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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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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 says 4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512 scandal 1 ['skændəl] n.丑闻；流言蜚语；诽谤；公愤

513 school 2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514 schools 1 [s'ku lːz] n. 学校；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

515 scouts 1 [skaʊt] n. 童子军；侦察员；守卫 vt. 侦察；物色

516 second 1 ['sekənd] n.秒；第二名；瞬间；二等品 vt.支持 adj.第二的；次要的；附加的 num.第二 adv.第二；其次；居第二位 n.
(Second)人名；(法)塞孔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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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 seems 1 [siː mz]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519 selina 1 n.塞琳娜（女子名）

520 services 1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521 shadow 1 n.阴影；影子；幽灵；庇护；隐蔽处 vt.遮蔽；使朦胧；尾随；预示 vi.变阴暗 adj.影子内阁的

522 sharply 1 ['ʃa:pli] adv.急剧地；锐利地

523 sh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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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 shoe 1 [ʃu:] n.鞋；蹄铁；外胎 vt.给……穿上鞋；穿……鞋 n.(Shoe)人名；(英)休

525 shoes 1 ['ʃuːz] n. 鞋子 名词shoe的复数形式.

526 shooter 1 ['ʃu:tə] n.射手；枪炮

527 short 1 [ʃɔ:t] adj.短的；不足的；矮的，低的 n.短；缺乏；短路；短裤 adv.不足；突然；唐突地 n.(Short)人名；(英)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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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 shout 2 [ʃaut] vi.呼喊；喊叫；大声说 vt.呼喊；大声说 n.呼喊；呼叫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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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 shut 1 [ʃʌt] vt.关闭；停业；幽禁 vi.关上；停止营业 n.关闭 adj.关闭的；围绕的 n.(Shut)人名；(俄)舒特；(中)室(广东话·威妥玛)

531 shutdown 2 ['ʃʌtdaun] n.关机；停工；关门；停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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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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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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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 single 2 ['siŋgl] adj.单一的；单身的；单程的 n.一个；单打；单程票 vt.选出 vi.击出一垒安打

536 size 2 [saiz] n.大小；尺寸 adj.一定尺寸的 vt.依大小排列 vi.可比拟

537 skater 3 ['skeitə] n.溜冰者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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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9 smartphones 1 [s'mɑ tːfəʊnz] 智能手机

540 so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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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 software 1 ['sɔftwεə, 'sɔ:-] n.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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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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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 somewhere 1 ['sʌmhwεə] adv.在某处；到某处 n.某个地方

545 sophisticated 1 [sə'fistikeitid] adj.复杂的；精致的；久经世故的；富有经验的 v.使变得世故；使迷惑；篡改（sophisticate的过去
分词形式）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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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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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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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 spectrum 1 ['spektrəm] n.光谱；频谱；范围；余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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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 spoke 1 v.说话（speak的过去式）；为…装轮辐；说；演说；从某种观点来说 n.（车轮的）辐条；轮辐；破坏某人的计划；阻
挠某人的行动；刹车；扶梯棍

552 sport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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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3 spr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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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 stackable 1 ['stækəbl] adj.易叠起堆放的；可叠起堆放的

555 stands 1 [stænd] v. 站立；忍受；位于；停滞 n. 站立；货摊；停顿；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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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 Stat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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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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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9 sticker 1 ['stikə] n.尖刀；难题；张贴物；坚持不懈的人 vt.给…贴上标签价 adj.汽车价目标签的；汽车标签价的 n.(Sticker)人名；
(德)施蒂克

560 sticky 1 ['stiki] adj.粘的；粘性的

561 sti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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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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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3 strong 1 [strɔŋ, strɔ:ŋ] adj.坚强的；强壮的；牢固的；擅长的 adv.强劲地；猛烈地 n.(Strong)人名；(英)斯特朗

564 studied 1 ['stʌdid] adj.有计划的；故意的 v.学习（study的过去式）

565 substance 1 ['sʌbstəns] n.物质；实质；资产；主旨

566 substances 4 n.物质( substance的名词复数 ); 实质; 物体; [哲学]1)。 本质

567 suggests 1 [sə'dʒest] vt. 建议；暗示；使想起；表明；要求

568 summers 1 英 ['sʌmə(r)] 美 ['sʌmər] n. 夏天；夏季 adj. 夏季的 v. 度过夏天

569 sums 1 [sʌm] n. 金额；总数；要点 v. 概括；总结；归纳；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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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 supply 1 [sə'plai] n.供给，补给；供应品 vt.供给，提供；补充 vi.供给；替代

571 suspended 1 [sə'spendid] adj.悬浮的；暂停的，缓期的（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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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 table 1 ['teibl] n.桌子；表格；平地层 vt.制表；搁置；嵌合 adj.桌子的 n.(Table)人名；(罗)塔布莱

574 tablets 1 ['tæblət] n. 药片；匾；片状物；平板电脑

575 tainting 1 [teɪnt] n. 污点；耻辱；感染 v. 污染；中毒

576 tak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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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 taking 1 ['teikiŋ] n.取得；捕获；营业收入 adj.可爱的；迷人的；会传染的 v.拿；捕捉；夺取（take的ing形式）

578 tale 3 [teil] n.故事；传说；叙述；流言蜚语 n.(Tale)人名；(塞)塔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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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 tall 2 [tɔ:l] adj.高的；长的；过分的；夸大的 adv.夸大地 n.(Tall)人名；(马里、阿拉伯)塔勒；(芬、罗、瑞典)塔尔；(英)托尔；
(土)塔勒

581 tallest 2 ['tɔː lɪst] adj. 最高的

582 tariffs 1 ['tærɪf] n. 关税；价目表 vt. 交关税

583 team 2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584 technologies 2 英 [tek'nɒlədʒi] 美 [tek'nɑ lːədʒi] n. 技术；工艺；工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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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 teenager 1 ['ti:n,eidʒə] n.十几岁的青少年；十三岁到十九岁的少年

587 term 1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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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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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 tha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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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1 tha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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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 the 66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593 thei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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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4 them 3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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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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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7 these 8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598 they 7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599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600 third 1 [θə:d] num.第三；三分之一 adj.第三的；三分之一的

601 this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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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2 those 6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603 threat 1 [θret] n.威胁，恐吓；凶兆

604 three 6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605 timber 1 ['timbə] n.木材；木料 n.(Timber)人名；(瑞典)廷贝尔

606 ti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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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 to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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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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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9 toget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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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611 tolerance 1 n.公差；宽容；容忍

612 toll 1 n.通行费；代价；钟声；伤亡人数 vt.征收；敲钟 vi.鸣钟；征税

613 tongass 1 Tongass National Forest in southern Alaska 南阿拉斯加州的唐嘎斯国家森林

614 too 2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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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616 top 1 [tɔp] n.顶部，顶端；上部；首席；陀螺 vi.高出，超越；结束；达到顶点 vt.超越，超过；给…加盖；达到…的顶端 adj.最
高的，顶上的；头等的 n.(Top)人名；(英、土、意)托普

617 towers 1 ['taʊəz] n. 塔器 名词tower的复数形式.

618 trade 1 [treid] n.贸易，交易；行业；职业 vi.交易，买卖；以物易物 vt.用…进行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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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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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 transporting 1 ['trænspɔː rt] n. 运输 动词trans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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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 tree 1 [tri:] n.树；木料；树状物 vt.把...赶上树 vi.爬上树；逃上树 n.(Tree)人名；(英)特里

624 trees 4 [triː s] n. 树； 灌木； 似树的木制品； 木梁； 鞍架； 宗谱； 绞刑架； 十字架 v. 逼迫上树； 在 ... 植树； 鞋楦 名词tree
的复数形式

625 triple 1 ['tripl] adj.三倍的；三方的 n.三倍数；三个一组 vi.增至三倍 vt.使成三倍

626 trivia 1 ['triviə] n.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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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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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 turns 1 ['tɜːnz] n. 转向 名词turn的复数形式.

630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631 underneath 1 [,ʌndə'ni:θ] prep.在…的下面；在…的形式下；在…的支配下 adv.在下面；在底下 n.下面；底部 adj.下面的；底层
的

632 unglued 1 [,ʌn'glu:d] adj.心烦意乱的；脱粘的 v.拆开（unglu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33 unidentified 7 adj.未经确认的；未辨别出的，身份不明的

634 union 1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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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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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7 until 2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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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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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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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 upgrade 2 ['ʌpgreid, ʌp'greid] vt.使升级；提升；改良品种 n.升级；上升；上坡 adv.往上 adj.向上的

642 upgraded 1 ['ʌpgreɪdɪd] adj. 提高的；改善的 动词upgra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643 us 1 pron.我们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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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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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 uses 1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647 ve 3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648 vehicles 1 ['viː ɪklz] n. 交通工具；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

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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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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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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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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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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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4 walls 1 ['wɔː lz] n. 墙壁

655 Wang 1 [wang] n.王（姓氏）；王安电脑公司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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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7 war 1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658 warmer 1 n.取暖器；加热器；加热工人 adj.warm的比较级，更加温暖的

659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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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 wasn 1 abbr. 无线、随意及感测网路研讨会（Workshop on Wireless 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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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2 waves 1 [weivz] n.[物][军]波（wave的复数形式） v.波动；起伏（wav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挥动

663 we 12 [wi:弱 wi] pron.我们（主格）；笔者，本人（作者或演讲人使用）；朕，寡人 n.(We)人名；(缅)韦

664 week 3 [wi:k] n.周，星期

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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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 were 3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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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8 wh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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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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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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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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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2 while 2 [hwail] conj.虽然；然而；当……的时候 n.一会儿；一段时间 vt.消磨；轻松地度过

673 who 5 pron.谁；什么人

674 why 3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675 wildfires 1 n. 野火（wildfire复数）；大火灾；鬼火；古时攻打敌船所用的燃料剂

676 wil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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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7 win 2 vt.赢得；在…中获胜 vi.赢；获胜；成功 n.赢；胜利 n.(Win)人名；(德、荷、缅)温；(英)温(女子教名Winifred的昵称)

678 winder 2 ['waində] n.卷绕者；会缠绕的植物；螺旋形阶梯；卷线机；上发条的钥匙 n.(Winder)人名；(英、德)温德尔

679 winter 1 ['wintə] n.冬季；年岁；萧条期 vi.过冬 adj.冬天的；越冬的 n.(Winter)人名；(英、德、匈、罗、捷、西、芬、瑞典、法)
温特

680 winters 1 n.温特斯（加利福尼亚州城市）；温特斯（美国警察剧系列）

681 wireles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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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 with 1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683 won 2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84 wood 3 [wud] n.木材；木制品；树林 vi.收集木材 vt.植林于；给…添加木柴 n.(Wood)人名；(英、法、西、葡、阿拉伯)伍德

685 work 1 n.工作；[物]功；产品；操作；职业；行为；事业；工厂；著作；文学、音乐或艺术作品 vt.使工作；操作；经营；使缓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686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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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 ya 1 ['jə] abbr.年轻人（youngadult）；偏航轴（yawaxis） n.(Ya)人名；(缅、柬、刚(金))亚；(日)矢(名)

689 year 5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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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1 yes 2 [jes] adv.是,是的 n.是（表示肯定）

692 you 9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693 zero 1 ['ziərəu, 'zi:rəu] n.零点，零度 num.零 n.(Zero)人名；(意)泽罗

694 zoning 1 ['zəuniŋ] n.（美）分区制；都市的区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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