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nn10 2022-02-24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9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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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of 4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and 36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5 in 26 [in] prep.按照（表示方式）；从事于；在…之内 adv.进入；当选；（服装等）时髦；在屋里 adj.在里面的；时髦的 n.执政
者；门路；知情者 n.(In)人名；(中)演(广东话·威妥玛)；(柬)殷(用于名字第一节)，因；(日)寅(名)

6 that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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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On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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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it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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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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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is 1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 be 15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2 this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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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ha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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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our 12 ['auə, ɑ:] pron.我们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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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planet 10 ['plænit] n.行星 n.(Planet)人名；(法)普拉内；(西、葡)普拉内特

17 ca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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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cour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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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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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justice 9 ['dʒʌstis] n.司法，法律制裁；正义；法官，审判员 n.(Justice)人名；(英)贾斯蒂斯，贾斯蒂丝(女名)

21 president 9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2 there 9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3 life 8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24 nasa 8 ['næsə; 'nei-] abbr.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 n.(Nasa)人名；(塞)纳莎

25 red 8 [red] n.红色，红颜料；赤字 adj.红色的；红肿的，充血的 n.(Red)人名；(英、德)雷德

26 senate 8 ['senit] n.参议院，上院；（古罗马的）元老院

27 solar 8 ['səulə] adj.太阳的；日光的；利用太阳光的；与太阳相关的 n.日光浴室 n.(Solar)人名；(法、英、意、西、塞、捷)索拉尔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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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biden 7 n. 拜登(姓氏)

30 by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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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confirmed 7 [kən'fə:md] adj.确认的；保兑的；坚定的；惯常的 v.确证；使坚定（confirm的过去分词）；批准

32 his 7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33 Mars 7 [mɑ:z] n.战神；[天]火星

34 o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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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they 7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6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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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been 6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39 Breyer 6 布雷耶（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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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could 6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41 earth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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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ruption 6 [i'rʌpʃən] n.爆发，喷发；火山灰；出疹

43 firs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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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h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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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not 6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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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supreme 6 [sju'pri:m, sə-] adj.最高的；至高的；最重要的 n.至高；霸权

48 videotape 6 ['vidiəuteip] n.录像带 vt.将…录到录像带上

49 aetna 5 ['etnə] n.酒精灯煮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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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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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from 5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53 jus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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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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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Miles 5 [mailz] n.迈尔斯（男子名）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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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ove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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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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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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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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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with 5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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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democrats 4 ['deməkræts] n. 民主党员 名词democrat的复数形式.

64 does 4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65 February 4 ['februəri] n.二月

66 get 4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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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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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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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process 4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的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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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rover 4 ['rəuvə] n.漫游者；流浪者；漂泊者 n.(Rover)人名；(英)罗弗；(意)罗韦尔

73 six 4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74 space 4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75 w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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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you 4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77 acti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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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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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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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away 3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82 bac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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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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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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because 3 [bi'kɔz] conj.因为

84 Carl 3 [kɑ:l] n.卡尔（男名）

85 confirmation 3 [,kɔnfə'meiʃən] n.确认；证实；证明；批准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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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during 3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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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how 3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90 int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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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justices 3 [d'ʒʌstɪsɪz] 公平

92 lo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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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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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majority 3 [mə'dʒɔriti] n.多数；成年

95 may 3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96 month 3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97 most 3 [məust] adv.最；非常，极其；最多；几乎 adj.大部分的，多数的；最多的 n.大部分，大多数 n.(Most)人名；(德、俄、
法、芬、捷、英)莫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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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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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perseverance 3 [,pɜ:sə'vɪərəns] n.坚持不懈；不屈不挠 n.耐性；毅力

101 questi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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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record 3 [ri'kɔ:d, 'rekɔ:d] vt.记录，记载；标明；将...录音 vi.记录；录音 n.档案，履历；唱片；最高纪录 adj.创纪录的 n.(Record)人
名；(法)勒科尔；(英)雷科德

103 republicans 3 n. 共和党人 名词Republican的复数形式.

104 sun 3 [sʌn] n.太阳 vt.使晒 vi.晒太阳 n.(Sun)人名；(中)孙(普通话·威妥玛)；(柬)孙；(缅)素；(土)松

105 these 3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106 towards 3 [tə'wɔ:dz, tu-, 'təuədz, twɔ:dz] prep.朝，向；对于；有助于

107 wa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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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wh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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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who 3 pron.谁；什么人

110 why 3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111 year 3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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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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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again 2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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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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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answer 2 ['ɑ:nsə, 'æn-] vt.回答；符合 vi.回答；符合 n.回答；答案；答辩

118 appointed 2 [ə'pɔintid] adj.约定的，指定的 v.任命；指定；约定时间，地点（appoint的过去分词形式）

119 around 2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120 ash 2 [æʃ] n.灰；灰烬 n.(Ash)人名；(英、俄、捷)阿什

121 associate 2 [ə'səuʃieit, ə'səuʃiət, -eit] vi.交往；结交 n.同事，伙伴；关联的事物 vt.联想；使联合；使发生联系 adj.副的；联合的

122 bet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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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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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bring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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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candidate 2 n.候选人，候补者；应试者

125 Catania 2 [kə'teinjə] n.卡塔尼亚（意大利港口）

126 clip 2 n.（塑料或金属的）夹子；回纹针；修剪；剪报 vt.剪；剪掉；缩短；给…剪毛（或发）用别针别在某物上，用夹子夹在
某物上 vi.剪；修剪；剪下报刊上的文章（或新闻、图片等）；迅速行动；用别针别在某物上，用夹子夹在某物上

127 consider 2 [kən'sidə] vt.考虑；认为；考虑到；细想 vi.考虑；认为；细想

128 constitution 2 n.宪法；体制；章程；构造；建立，组成；体格

129 contributor 2 [kən'tribjutə] n.贡献者；投稿者；捐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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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current 2 ['kʌrənt] adj.现在的；流通的，通用的；最近的；草写的 n.（水，气，电）流；趋势；涌流 n.(Current)人名；(英)柯伦
特

132 currently 2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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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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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d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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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ach 2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137 earlier 2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138 elections 2 n. 选举，选举制；投票（election的复数形式）

139 eruptions 2 n. 火山爆发；出疹（eruption的复数形式）

140 et 2 [i:ti:] conj.（拉丁语）和（等于and）

141 follo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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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found 2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143 generally 2 ['dʒenərəli] adv.通常；普遍地，一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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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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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had 2 v.有；吃；得到（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ux.已经（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

147 highest 2 ['haiist] adj.最高的

148 Italian 2 adj.意大利的；意大利语的；意大利文化的 n.意大利人；意大利语

149 Joe 2 [dʒəu] n.乔（男子名）

150 land 2 [lænd] n.国土；陆地；地面 vt.使…登陆；使…陷于；将…卸下 vi.登陆；到达 n.(Land)人名；(英、德、葡、瑞典)兰德

151 lava 2 ['lɑ:və, 'lævə] n.火山岩浆；火山所喷出的熔岩 n.(Lava)人名；(西、意)拉瓦

152 liberal 2 ['libərəl] adj.自由主义的；慷慨的；不拘泥的；宽大的 n.自由主义者 n.(Liberal)人名；(葡)利贝拉尔

153 li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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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likely 2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155 located 2 英 [ləʊ'keɪtɪd] 美 ['loʊkeɪtɪd] adj. 处于；位于

156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57 ma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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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me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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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midterm 2 ['midtə:m] adj.期中的；中间的 n.期中考试

160 mill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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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missions 2 ['mɪʃn] n. 使命；代表团；任务；布道

162 months 2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163 mount 2 vt.增加；爬上；使骑上马；安装，架置；镶嵌，嵌入；准备上演；成立（军队等） vi.爬；增加；上升 n.山峰；底
座；乘骑用马；攀，登；运载工具；底座 n.（英）芒特（人名） v.登上；骑上

164 nearby 2 ['niə'bai] adj.附近的，邻近的 adv.在附近 prep.在…附近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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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nominate 2 ['nɔmineit, 'nɔminət, -neit] vt.推荐；提名；任命；指定

167 nomination 2 [,nɔmi'neiʃən] n.任命，提名；提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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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nominees 2 [nɒmɪ'niː z] 被提名者

169 occurred 2 [ə'kɜːd] adj. 发生的 动词occu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0 old 2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171 organic 2 [ɔ:'gænik] adj.[有化]有机的；组织的；器官的；根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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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oxygen 2 ['ɔksidʒən] n.[化学]氧气，[化学]氧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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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pic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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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political 2 [pə'litikəl] adj.政治的；党派的

177 potential 2 [pəu'tenʃəl] n.潜能；可能性；[电]电势 adj.潜在的；可能的；势的

178 presidents 2 [p'rezɪdənts] n. 总统

179 rachel 2 ['reitʃəl] n.雷切尔（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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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recently 2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182 reporter 2 [ri'pɔ:tə] n.记者

183 retire 2 [ri'taiə] vi.退休；撤退；退却 vt.退休；离开；收回 n.退休；退隐；退兵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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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ruth 2 [ru:θ] n.露丝（女子名）；路得；路得记

186 seat 2 [si:t] n.座位；所在地；职位 vt.使…坐下；可容纳…的；使就职

187 send 2 [send] vt.发送，寄；派遣；使进入；发射 vi.派人；寄信 n.上升运动 n.(Send)人名；(德)森德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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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s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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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s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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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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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spacecraft 2 ['speiskrɑ:ft, -kræft] n.[航]宇宙飞船，航天器

193 stack 2 [stæk] n.堆；堆叠 vt.使堆叠；把…堆积起来 vi.堆积，堆叠 n.(Stack)人名；(英)斯塔克；(德)施塔克

194 Stephen 2 ['sti:vən] n.斯蒂芬（男子名）

195 still 2 [stil] adv.仍然；更；静止地 adj.静止的，不动的；寂静的，平静的；不起泡的 n.寂静；剧照；蒸馏室 conj.仍然；但是；尽
管如此 vt.蒸馏；使…静止；使…平静下来 vi.静止；平静；蒸馏 n.(Still)人名；(英、芬、瑞典)斯蒂尔；(德)施蒂尔

196 successor 2 [sək'sesə] n.继承者；后续的事物

197 system 2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198 t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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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technology 2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200 ter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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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testing 2 ['testiŋ] n.[试验]测试 adj.试验的；棘手的 v.测验；考查；受考验（test的ing形式）

202 the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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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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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three 2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205 today 2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206 understand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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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ve 2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208 video 2 ['vidiəu] n.[电子]视频；录像，录像机；电视 adj.视频的；录像的；电视的 v.录制

209 Viking 2 ['vaikiŋ] n.北欧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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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volcanic 2 [vɔl'kænik] adj.火山的；猛烈的；易突然发作的 n.火山岩

211 volcano 2 [vɔl'keinəu] n.火山

212 vote 2 [vəut] n.投票，选举；选票；得票数 vt.提议，使投票；投票决定；公认 vi.选举，投票 n.(Vote)人名；(英、法)沃特

213 watching 2 ['wɔtʃiŋ] vt.观看，守望；监视，注意（watch现在分词）

214 w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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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whether 2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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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whoever 2 [hu:'evə] pron.无论谁；任何人 n.《爱谁谁》（电影名）

218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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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221 YouTube 2 英 ['ju tːjuːb] 美 ['ju tːuːb] n. 一个互联网视频共享网站

222 ABC 1 n.基础知识；字母表 abbr.美国广播公司（AmericanBroadcastingCompany）；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ustralianBroadcastingCorporation）；出生在美国的华人（American-bornChinese）；代理商-商家-消费者的商业模式
（Agent,Business,Consu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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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actively 1 ['æktɪvli] adv. 积极地；活跃地；勤奋的

225 adventure 1 [əd'ventʃə, æd-] n.冒险；冒险精神；投机活动 vt.冒险；大胆说出 vi.冒险

226 affect 1 [ə'fekt, 'æfekt] vt.影响；感染；感动；假装 vi.倾向；喜欢 n.情感；引起感情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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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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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aiming 1 ['eɪmɪŋ] n. 瞄准；目的；引导 动词aim的现在分词形式.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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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airlines 1 ['erlaɪns] n. 航空公司

232 airplane 1 ['εəplein] n.飞机

233 airport 1 ['εəpɔ:t] n.机场；航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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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almond 1 ['ɑ:mənd] n.扁桃仁；扁桃树 n.(Almond)人名；(英)阿尔蒙德；(法)阿尔蒙

236 altogether 1 [,ɔ:ltə'geðə] adv.完全地；总共；总而言之 n.整个；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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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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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amy 1 ['eimi] n.艾米（女子名）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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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ancient 1 ['einʃənt] adj.古代的；古老的，过时的；年老的 n.古代人；老人

242 anniversary 1 [,æni'və:səri] n.周年纪念日

243 announce 1 [ə'nauns] vt.宣布；述说；预示；播报 vi.宣布参加竞选；当播音员

244 announces 1 [ə'naʊns] vt. 宣布；宣告；预示；播报 vi. 作播音员；宣布竞选

245 apart 1 [ə'pɑ:t] adv.相距；与众不同地；分离着 adj.分离的；与众不同的

246 apparatus 1 n.装置，设备；仪器；器官

247 appointment 1 [ə'pɔintmənt] n.任命；约定；任命的职位

248 archives 1 ['a:kaivz] n.档案，档案室；案卷（archive的复数） v.把…收集归档；把…存档（archive的三单形式）

249 a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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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astronauts 1 ['æstrənɔː ts] n. 宇航员 名词astronaut的复数.

251 attempts 1 [ə'tempt] v. 企图；尝试 n. 企图；试图

252 Australia 1 [ɔ'streiljə] n.澳大利亚，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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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baby 1 ['beibi] n.婴儿，婴孩；孩子气的人 vt.纵容，娇纵；把……当婴儿般对待 adj.婴儿的；幼小的 n.(Baby)人名；(法、葡)巴
比；(英)巴比，芭比(女名)；(俄)巴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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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bad 1 [bæd] adj.坏的；严重的；劣质的 n.坏事；坏人 adv.很，非常；坏地；邪恶地 n.(Bad)人名；(罗)巴德

256 bader 1 n.巴德（姓氏名）

257 barrett 1 ['bærit] n.巴雷特（男子名）

258 became 1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259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260 behavior 1 [bi'heivjə] n.行为，举止；态度；反应

261 believed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262 bench 1 [bentʃ] n.长凳；工作台；替补队员 vt.给…以席位；为…设置条凳 n.(Bench)人名；(英)本奇；(德)本希；(丹)本克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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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bill 1 [bil] n.[法]法案；广告；账单；[金融]票据；钞票；清单 vt.宣布；开账单；用海报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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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billions 1 ['bɪljənz] n.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

267 black 1 [blæk] adj.黑色的；黑人的；邪恶的 n.黑色；黑人；黑颜料 vt.使变黑；把鞋油等涂在…上；把（眼眶）打成青肿 vi.变黑
n.(Black)人名；(英、西)布莱克；(德、葡、捷)布拉克

268 blast 1 ['baiəu,blæst] n.爆炸；冲击波；一阵 vi.猛攻 vt.爆炸；损害；使枯萎 n.(Blast)人名；(德)布拉斯特

269 blood 1 [blʌd] n.血，血液；血统 vt.从…抽血；使先取得经验 n.(Blood)人名；(英、西)布拉德

270 board 1 [bɔ:d] n.董事会；木板；甲板；膳食 vt.上（飞机、车、船等）；用板盖上；给提供膳宿 vi.寄宿 n.(Board)人名；(英、西)
博德

271 bombarded 1 英 [bɒm'bɑːd] 美 [bɑːm'bɑ rːd] v. 炮轰；攻击；[核]以高速粒子撞击 n. 射石炮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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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brendan 1 n. 布伦丹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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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britannica 1 n.大英百科全书

276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277 buried 1 ['berid] adj.埋葬的；埋藏的 v.埋葬（bu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78 butterfingers 1 ['bʌtəfiŋgəz] n.容易掉球的人；手脚笨拙的人

279 call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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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calling 1 ['kɔ:liŋ] n.职业；欲望；点名；召集；邀请 v.召；呼唤（call的现在分词）；称之为

281 camera 1 ['kæmərə] n.照相机；摄影机 n.(Camera)人名；(英、意、西)卡梅拉

282 campaign 1 [kæm'pein] vi.作战；参加竞选；参加活动 n.运动；活动；战役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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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carbon 1 ['kɑ:bən] n.[化学]碳；碳棒；复写纸 adj.碳的；碳处理的 n.(Carbon)人名；(西)卡尔翁；(法)卡尔邦；(英)卡本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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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catastrophic 1 adj.灾难的；悲惨的；灾难性的，毁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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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caught 1 [kɔ:t] v.捕捉（catch的过去分词）

289 cause 1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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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central 1 ['sentrəl] adj.中心的；主要的；中枢的 n.电话总机

292 chamber 1 ['tʃeimbə] n.（身体或器官内的）室，膛；房间；会所 adj.室内的；私人的，秘密的 vt.把…关在室内；装填（弹药
等） n.(Chamber)人名；(英)钱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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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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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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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Chinese 1 [,tʃai'ni:z] n.中文，汉语；中国人 adj.中国的，中国人的；中国话的

297 chocolate 1 ['tʃɔkəlit] n.巧克力，巧克力糖；巧克力色 adj.巧克力色的；巧克力口味的 n.(Chocolate)人名；(葡)绍科拉特

298 choice 1 [tʃɔis] n.选择；选择权；精选品 adj.精选的；仔细推敲的

299 classes 1 [kla:siz] n.级别，阶级（class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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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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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Clinton 1 n.克林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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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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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collecting 1 [kə'lekt] v. 收集；聚集；募捐；运走；使（自己）镇定

305 color 1 ['kʌlə] n.颜色；肤色；颜料；脸色 vt.粉饰；给...涂颜色；歪曲 vi.变色；获得颜色

306 Colorado 1 [,kʌlə'rɑ:dəu] n.（美）科罗拉多；（美）科罗拉多河

307 committee 1 [kə'miti] n.委员会

308 composed 1 [kəm'pəuzd] adj.镇静的；沉着的 v.组成；作曲（compose的过去分词）；著作

309 conditions 1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310 conducted 1 [kən'dʌkt] n. 行为；举动；品行 v. 引导；指挥；管理 vt. 导电；传热

311 coney 1 ['kəuni] n.兔毛皮；兔子 n.(Coney)人名；(英)科尼

312 confirm 1 [kən'fə:m] vt.确认；确定；证实；批准；使巩固

313 conservative 1 [kən'sə:vətiv] adj.保守的 n.保守派，守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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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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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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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crimson 1 ['krimzən] n.深红色 adj.深红色的 vt.使变为深红色；脸红 vi.变为深红色；脸红

318 curiosity 1 [,kjuri'ɔsiti] n.好奇，好奇心；珍品，古董，古玩

319 cycle 1 ['saikl] n.循环；周期；自行车；整套；一段时间 vt.使循环；使轮转 vi.循环；骑自行车；轮转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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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debate 1 [di'beit] vt.辩论，争论，讨论 vi.辩论，争论，讨论 n.辩论；辩论会

322 decades 1 n.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

323 decided 1 adj.明确的；显然的；坚决的，果断的 vt.决定（decide的过去式）

324 democratic 1 [,demə'krætik,-kəl] adj.民主的；民主政治的；大众的

325 depends 1 [dɪ'pend] vi. 依赖；依靠；取决于

326 deposited 1 v.存放；储存；放置（deposit的过去分词） adj.存放的；堆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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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destroyed 1 [dis'trɔid] adj.被毁，毁坏；遭破坏的 v.破坏（destroy的过去分词）

329 detect 1 [di'tekt] vt.察觉；发现；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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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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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directed 1 [di'rektid, dai-] adj.定向的；经指导的；被控制的 v.指导；管理（dir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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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discounted 1 ['dɪskaʊnt] n. 折扣；贴现率 vt. 打折扣；贴现；不全信；不重视 vi. 贴现；减息贷款

335 discovered 1 英 [dɪ'skʌvə(r)] 美 [dɪ'skʌvər] v. 发现；偶然撞见；发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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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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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dollars 1 n. 美元（dollar的复数）

339 donald 1 ['dɔnəld] n.唐纳德（男子名）

340 doubts 1 [daʊt] n. 怀疑；疑惑；悬而未定 vt. 怀疑；不信任 vi. 不确定

341 dr 1 abbr.速度三角形定位法（deadreckoning）；数据记录器（DataRecorder）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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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dud 1 [dʌd] n.衣服；[军]哑弹；无用物 adj.无用的 n.(Dud)人名；(英)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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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dug 1 [dʌg] v.挖，翻土（dig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雌性哺乳动物的乳房

345 dust 1 [dʌst] n.灰尘；尘埃；尘土 vt.撒；拂去灰尘 vi.拂去灰尘；化为粉末 n.(Dust)人名；(德、俄)杜斯特

346 eastern 1 ['i:stən] adj.东方的；朝东的；东洋的 n.东方人；（美国）东部地区的人

347 egyptians 1 [iː 'dʒɪpʃən] n. 埃及人；古埃及语 名词Egyptian的复数形式.

348 encyclopedia 1 n.百科全书（亦是encyclopaedia）

349 energetic 1 [,enə'dʒetik] adj.精力充沛的；积极的；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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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engines 1 ['endʒɪn] n. 发动机；引擎；机车；火车头 vt. 给 ... 装引擎

352 enough 1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353 enterprise 1 ['entəpraiz] n.企业；事业；进取心；事业心

354 entire 1 [in'taiə] adj.全部的，整个的；全体的 n.(Entire)人名；(英)恩泰尔

355 erupted 1 [ɪ'rʌpt] v. 爆发；喷发；发疹

356 estimated 1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357 Europe 1 ['juərəp] n.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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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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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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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ever 1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362 existed 1 [ɪɡ'zɪst] v. 存在；生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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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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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 explored 1 [ɪks'plɔː d] adj. 探究的；被勘测的 动词expl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366 explosion 1 n.爆炸；爆发；激增 n.（Explosion）《引爆者》（一部中国动作、犯罪电影）。

367 extended 1 [ik'stendid] adj.延伸的；扩大的；长期的；广大的 v.延长；扩充（extend的过去分词）

368 extraterrestrial 1 [,ekstrəti'restriəl] adj.地球外的 n.天外来客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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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 fellow 1 ['feləu] n.家伙；朋友；同事；会员 adj.同伴的，同事的；同道的 vt.使…与另一个对等；使…与另一个匹敌 n.(Fellow)人
名；(英)费洛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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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 find 1 vt.查找，找到；发现；认为；感到；获得 vi.裁决 n.发现 n.(Find)人名；(丹)芬

373 fire 1 ['faiə] n.火；火灾；炮火；炉火；热情；激情；磨难 vt.点燃；解雇；开除；使发光；烧制；激动；放枪 vi.着火；射击；开
枪；激动；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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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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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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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 fountain 1 ['fauntin] n.喷泉，泉水；源泉 n.(Fountain)人名；(英)方丹

379 four 1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380 Friday 1 ['fraidi] n.星期五

381 front 1 [frʌnt] n.前面；正面；前线 vt.面对；朝向；对付 vi.朝向 adj.前面的；正面的 adv.在前面；向前 n.(Front)人名；(法)弗龙

382 gain 1 [gein] n.增加；利润；收获 vt.获得；增加；赚到 vi.增加；获利 n.(Gain)人名；(英、匈、法)盖恩

383 generator 1 ['dʒenəreitə] n.发电机；发生器；生产者

384 geology 1 [dʒi'ɔlədʒi] n.地质学；地质情况

385 geophysics 1 ['dʒi（:）əu'fiziks] n.地球物理；地球物理学

386 gets 1 ['ɡets]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

387 Ginsburg 1 金斯伯格（人名）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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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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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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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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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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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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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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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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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 grand 1 [grænd] adj.宏伟的；豪华的；极重要的 n.大钢琴；一千美元 n.(Grand)人名；(法)格朗；(英、瑞典)格兰德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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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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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 half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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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 happened 1 ['hæpəned] adj.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00 harder 1 [ha:də] adj.更难的；更努力的；更坚固的（hard的比较级） n.(Harder)人名；(英、德、瑞典)哈德

401 Harris 1 ['hæris] n.哈里斯（英国苏格兰一地区）；哈里斯（姓氏）

402 heads 1 [hedz] adj.正面朝上的 n.(Heads)人名；(英)黑兹

403 hearings 1 n.听力( hearing的名词复数 ); 听觉; 听力所及的距离; 听证会

404 helicopter 1 ['helikɔptə] n.[航]直升飞机 vi.[航]乘直升飞机 vt.由直升机运送

405 helium 1 ['hi:liəm] n.[化学]氦（符号为He，2号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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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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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 historic 1 [his'tɔrik] adj.有历史意义的；历史上著名的

409 history 1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410 hold 1 vt.持有；拥有；保存；拘留；约束或控制 vi.支持；有效；持续 n.控制；保留 n.(Hold)人名；(英、德、捷)霍尔德 又
作“Hold住”使用，中英混用词汇，表示轻松掌控全局。 [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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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h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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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horizon 1 [hə'raizən] n.[天]地平线；视野；眼界；范围

414 hours 1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415 hues 1 n. 颜色；色调 名词hu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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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 humans 1 ['hjuːmənz] n.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

418 hydrogen 1 ['haidrədʒən] n.[化学]氢

419 ideas 1 观念

420 image 1 ['imidʒ] n.影像；想象；肖像；偶像 vt.想象；反映；象征；作…的像 n.(Image)人名；(法)伊马热

421 imagery 1 ['imidʒəri] n.像；意象；比喻；形象化

422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423 indicate 1 ['indikeit] vt.表明；指出；预示；象征

424 initially 1 [i'niʃəli] adv.最初，首先；开头

425 inside 1 [,in'said, 'in-] n.里面；内部；内情；内脏 adj.里面的；内部的；秘密的 adv.在里面 prep.少于；在…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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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 institute 1 ['institjut, -tu:t] vt.开始（调查）；制定；创立；提起（诉讼） n.学会，协会；学院

428 intriguing 1 [in'tri:giŋ] adj.有趣的；迷人的 v.引起…的兴趣；策划阴谋；私通（intrigue的ing形式）

429 ipsos 1 Inmates' Perception of Significant Others Scale 犯人对重要他人知觉量表

430 island 1 ['ailənd] n.岛；岛屿；安全岛；岛状物 adj.岛的 vt.孤立；使成岛状 n.(Island)人名；(英)艾兰

431 Italy 1 ['itəli] n.意大利（欧洲南部国家）

432 January 1 ['dʒænjuəri] n.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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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jennifer 1 ['dʒenifə] n.詹尼弗（女子名）

434 join 1 [dʒɔin] vt.参加；结合；连接 vi.加入；参加；结合 n.结合；连接；接合点 n.(Join)人名；(法)茹安

435 joy 1 [dʒɔi] n.欢乐，快乐；乐趣；高兴 vi.欣喜，欢喜 vt.高兴，使快乐

436 judge 1 [dʒʌdʒ] vt.判断；审判 n.法官；裁判员 vi.审判；判决 n.(Judge)人名；(英)贾奇

437 judiciary 1 [dʒu:'diʃiəri] n.司法部；法官；司法制度 adj.司法的；法官的；法院的

438 kamala 1 [kə'mɑ:lə, 'kʌmələ] n.粗糠柴；卡马拉；吕宋楸荚粉 n.(Kamala)人名；(印、毛里塔)卡玛拉(女名)，卡马拉

439 Keenesburg 1 n. 金斯堡(在美国；西经 104º32' 北纬 40º06')

440 keep 1 [ki:p] vt.保持；经营；遵守；饲养 vi.保持；继续不断 n.保持；生计；生活费 n.(Keep)人名；(英)基普

441 keeps 1 ['kiː ps] n. 生计；要塞 名词keep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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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 lake 1 [leik] n.湖；深红色颜料；胭脂红 vt.（使）血球溶解 vi.（使）血球溶解 n.(Lake)人名；(德、塞、瑞典)拉克；(英)莱克

444 landed 1 ['lændid] adj.拥有土地的；陆地上的 v.登陆，登岸（land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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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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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 lawyer 1 ['lɔ:jə] n.律师；法学家 n.(Lawyer)人名；(英)劳耶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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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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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 light 1 n.光；光线；灯；打火机；领悟；浅色；天窗 adj.轻的；浅色的；明亮的；轻松的；容易的；清淡的 vi.点着；变亮；着
火 vt.照亮；点燃；着火 adv.轻地；清楚地；轻便地 n.(Light)人名；(英)莱特

451 limit 1 ['limit] n.限制；限度；界线 vt.限制；限定

452 little 1 ['litl] adj.小的；很少的；短暂的；小巧可爱的 adv.完全不 n.少许；没有多少；短时间 n.(Little)人名；(英)利特尔

453 live 1 [lɪv,lʌɪv] adj.活的；生动的；实况转播的；精力充沛的 vt.经历；度过 vi.活；居住；生存 n.(Live)人名；(法)利夫

454 loo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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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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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 mainly 1 ['meinli] adv.主要地，大体上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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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 makeup 1 ['meikʌp] n.化妆品；组成；补充；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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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 marked 1 [mɑ:kt] adj.显著的；有记号的 v.表示（mark的过去分词）；作记号；打分数

461 Martian 1 ['mɑ:ʃən] adj.火星的 n.火星人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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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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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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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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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 McCarthy 1 [mə'ka:θi] n.麦卡锡（姓氏）

467 means 1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468 melt 1 [melt] vi.熔化，溶解；渐混 vt.使融化；使熔化；使软化；使感动 n.熔化；熔化物

469 Members 1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470 merit 1 ['merit] n.优点，价值；功绩；功过 vt.值得 vi.应受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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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 meteorites 1 ['miː tiəraɪts] 陨石

473 methane 1 ['mi:θein] n.[有化]甲烷；[能源]沼气

474 milk 1 [milk] n.牛奶；乳状物 vt.榨取；挤…的奶 vi.挤奶 n.(Milk)人名；(英)米尔克

475 milked 1 [mɪlk] n. 奶；牛奶；乳汁 v. 挤乳；产乳；榨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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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 mission 1 ['miʃən] n.使命，任务；代表团；布道 vt.派遣；向……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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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 molecules 1 ['mɒlɪkju lːz] n. [化]分子学 名词molecule的复数形式.

479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480 Mounds 1 土丘 [建]土堆

481 mountain 1 [ˈmauntin，ˈmaʊntən] n.山；山脉 n.(Mountain)人名；(英)芒廷

482 moving 1 ['mu:viŋ] adj.移动的；动人的；活动的 v.移动（move的ing形式）

483 mr 1 ['mistə(r)] abbr.先生（Mister）

484 ms 1 abbr.毫秒（millisecond）；手稿（manuscript）；女士（Ms.）；蒙塞拉特岛（Montserrat）；微软公司（Microsoft）；军标
（MilitaryStandard）

485 music 1 ['mju:zik] n.音乐，乐曲

486 name 1 n.名称，名字；姓名；名誉 vt.命名，任命；指定；称呼；提名；叫出 adj.姓名的；据以取名的 n.(Name)人名；(日)滑
(姓)；(英)内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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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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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490 nominated 1 ['nɒmɪneɪtɪd] adj. 被提名的；被任命的 动词nomin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91 nominates 1 英 ['nɒmɪneɪt] 美 ['nɑːmɪneɪt] vt. 提名；指派；登记赛马参加比赛

492 nominations 1 n.提名，任命( nomination的名词复数 )

493 nominee 1 [,nɔmi'ni:] n.被任命者；被提名的人；代名人

494 November 1 [nəu'vembə] n.十一月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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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 office 1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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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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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 only 1 ['əunli] adv.只，仅仅；不料 adj.唯一的，仅有的；最合适的 conj.但是；不过；可是

500 orbiter 1 ['ɔ:bitə] n.人造卫星；盘旋物

501 original 1 [ə'ridʒənəl] n.原件；原作；原物；原型 adj.原始的；最初的；独创的；新颖的

502 overview 1 ['əuvəvju:] n.[图情]综述；概观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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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 parties 1 英 ['pɑ tːi] 美 ['pɑ rːti] n. 聚会；宴会；政党；一伙人；[律]当事人 vi. 开派对

505 past 1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506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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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 perhaps 1 adv.或许；（表示不确定）也许；（用于粗略的估计）或许；（表示勉强同意或其实不赞成）也许；可能 n.假定；
猜想；未定之事

509 period 1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510 photos 1 英 ['fəʊtəʊ] 美 ['foʊtoʊ] n. 照片 v. 拍照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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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 planets 1 [p'lænɪts] 行星

513 planning 1 ['plæniŋ] n.规划；计划编制 v.计划；设计；预期（plan的ing形式）

514 please 1 [pli:z] vt.使喜欢；使高兴，使满意 vi.讨人喜欢；令人高兴 int.请（礼貌用语）

515 plenty 1 ['plenti] n.丰富，大量；充足 adj.足够的，很多的 adv.足够 n.(Plenty)人名；(英)普伦蒂

516 po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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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 possible 1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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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 pri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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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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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 product 1 ['prɔdəkt, -ʌkt] n.产品；结果；[数]乘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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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promise 1 ['prɔmis] n.许诺，允诺；希望 vt.允诺，许诺；给人以…的指望或希望 vi.许诺；有指望，有前途

523 promising 1 ['prɔmisiŋ] adj.有希望的，有前途的 v.许诺，答应（promise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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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 proven 1 ['pru:vən] v.证明（prove的过去分词）

526 Queensland 1 ['kwi:nzlænd; -lənd] n.昆士兰（澳大利亚州）

527 quick 1 [kwik] n.核心；伤口的嫩肉 adj.快的；迅速的，敏捷的；灵敏的 adv.迅速地，快 n.(Quick)人名；(英、德、瑞典、芬)奎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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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 radiation 1 n.辐射；放射物

530 raised 1 [[reizd] adj.凸起的；发酵的；浮雕的 v.提高（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举起；抚育，抚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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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 ra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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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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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 rebels 1 ['rebəls] n. 叛民 名词rebel的复数形式.

535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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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 redirect 1 [,ri:di'rekt, -dai-] vt.使改方向；重新寄送 adj.再直接的 n.再直接询问

538 region 1 ['ri:dʒən] n.地区；范围；部位

539 regular 1 ['regjulə] adj.定期的；有规律的；合格的；整齐的；普通的 n.常客；正式队员；中坚分子 adv.定期地；经常地 n.
(Regular)人名；(以)雷古拉尔

540 reliant 1 [ri'laiənt] adj.依赖的；可靠的；信赖的

541 replacement 1 [ri'pleismənt] n.更换；复位；代替者；补充兵员

542 replacing 1 [rɪ'pleɪsɪn] adj. 更换的；替代的 动词replace的现在分词形式.

543 reportedly 1 [ri'pɔ:tidli] adv.据报道；据传闻

544 republican 1 [ri'pʌblikən] adj.共和国的；共和政体的；共和主义的；拥护共和政体的 n.共和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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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 require 1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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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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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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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 retiring 1 [ri'taiəriŋ] adj.退休的；不善社交的；过隐居生活的 v.退休（retire的ing形式）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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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 rockets 1 英 ['rɒkɪt] 美 ['rɑːkɪt] n. 火箭；芝麻菜；紫花南芥 v. 猛涨；飞快地移动

553 Romans 1 ['rəumənz] n.《罗马书》（《圣经·新约》中的一卷）

554 runners 1 [rʌnɚs] n. 滑行装置；页边行数；跑步者，赛跑选手 名词runner的复数形式.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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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 satellites 1 n. 卫星；人造卫星 名词satellite的复数形式.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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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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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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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 scientist 1 ['saiəntist] n.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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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3 search 1 [sə:tʃ] vi.搜寻；调查；探求 vt.搜索；搜寻；调查；搜查；探求 n.搜寻；探究，查究 n.(Search)人名；(英)瑟奇

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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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 seconds 1 ['sekəndz] n. 秒，时刻 名词second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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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 senators 1 n.参议员( senator的名词复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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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 series 1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569 serve 1 [sə:v] vt.招待，供应；为…服务；对…有用；可作…用 vi.服役，服务；适合，足够；发球；招待，侍候 n.发球，轮到发
球 n.(Serve)人名；(法)塞尔夫

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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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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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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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 shot 1 n.发射；炮弹；射手；镜头 adj.用尽的；破旧的；杂色的，闪光的 v.射击（sho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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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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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 Sicily 1 ['sisili] n.西西里岛（意大利一岛名）

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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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 simple 1 ['simpl] adj.简单的；单纯的；天真的 n.笨蛋；愚蠢的行为；出身低微者 n.(Simple)人名；(法)桑普勒

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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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 slimmest 1 [slɪm] adj. 苗条的；微小的；细长的 v. 减肥；缩减

581 slowly 1 ['sləuli] adv.缓慢地，慢慢地

582 snicker 1 ['snikə] vi.偷笑，窃笑 vt.窃笑着说 n.窃笑 n.(Snicker)人名；(芬、瑞典)斯尼克

583 soil 1 [sɔil] n.土地；土壤；国家；粪便；务农；温床 vt.弄脏；污辱 vi.变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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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 spans 1 [spæn] n. 时期；跨度；间距 vt. 延续；横跨；贯穿；遍及；弥补 动词spin的过去式形式.

586 spending 1 ['spendɪŋ] n. 经费(开销)

587 split 1 [split] vt.分离；使分离；劈开；离开；分解 vi.离开；被劈开；断绝关系 n.劈开；裂缝 adj.劈开的

588 stacked 1 [stækt] adj.妖艳的；（女人）身材丰满匀称的 v.堆放（stack的过去分词）

589 stacking 1 ['stækiŋ] n.[交]堆垛 v.堆叠，堆积（stack的ing形式）

590 star 1 [stɑ:] n.星，恒星；明星；星形物 vt.用星号标于；由…主演，由…担任主角 vi.担任主角 adj.明星的，主角的；星形的 n.
(Star)人名；(瑞典)斯塔尔；(德)施塔尔

591 starburst 1 英 ['stɑːbɜːst] 美 ['stɑ rːbɜ rːst] n. 强烈的光束；星暴; 产生星暴的爆炸

592 start 1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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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4 step 1 [step] n.步，脚步；步骤；步伐；梯级 vi.踏，踩；走 vt.走，迈步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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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6 stories 1 [s'tɔː rɪz] n. 故事，传说（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 v. 讲…的故事；说假话（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597 storms 1 英 [stɔː m] 美 [stɔː rm] n. 暴风雨 v. 起风暴；猛攻；暴怒；捣毁

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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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 subtitle 1 ['sʌb,taitl] n.副标题；说明或对白的字幕 vt.在…上印字幕；给…加副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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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602 supercharged 1 英 ['suːpətʃɑːdʒd] 美 ['suːpərtʃɑ rːdʒd] adj. 增加动力的；精力过人的 动词superchar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603 sweet 1 [[swi:t] adj.甜的；悦耳的；芳香的；亲切的 n.糖果；乐趣；芳香；宝贝 （俚）酷毙了 n.(Sweet)人名；(英)斯威特

604 tag 1 [tæg] n.标签；名称；结束语；附属物 vt.尾随，紧随；连接；起浑名；添饰 vi.紧随 n.(Tag)人名；(丹)塔；(阿拉伯)塔杰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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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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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 talking 1 ['tɔ:kiŋ] adj.说话的，多嘴的；有表情的 n.讲话，谈论 v.谈论；讲话（talk的ing形式） n.(Talking)人名；(英)托金

608 tell 1 [tel] vt.告诉，说；辨别；吩咐；断定 vi.讲述；告发，泄密；识别 n.(Tell)人名；(英、德、瑞典)特尔；(罗、意)泰尔；(阿
拉伯)塔勒

609 ten 1 [ten] num.十个，十 n.(Ten)人名；(英)坦恩；(意)泰恩；(柬)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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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tests 1 [test] n. 考验；试验；测试 vt. 试验；测试；接受测验

611 thank 1 [θæŋk] vt.感谢 n.感谢 int.谢谢

612 thankfully 1 ['θæŋkfulli] adv.感谢地；感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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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615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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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 threat 1 [θret] n.威胁，恐吓；凶兆

618 through 1 [θru:] prep.通过；穿过；凭借 adv.彻底；从头至尾 adj.直达的；过境的；完结的

619 Thursday 1 ['θə:zdi; -dei] n.星期四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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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 time 1 [taim] n.时间；时代；次数；节拍；倍数 vt.计时；测定…的时间；安排…的速度 adj.定时的；定期的；分期的 n.(Time)人
名；(俄)季梅；(英)泰姆；(罗)蒂梅

622 timeline 1 ['taimlain] n.时间轴，时间线；大事年表

623 timing 1 ['taimiŋ] n.定时；调速；时间选择 v.为…安排时间；测定…的时间（time的ing形式）

624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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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 topic 1 ['tɔpik] n.主题（等于theme）；题目；一般规则；总论

627 touched 1 adj.受感动的；神经兮兮的 v.触摸（touc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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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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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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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1 trench 1 [trentʃ] n.沟，沟渠；战壕；堑壕 vt.掘沟 vi.挖战壕；侵害 n.(Trench)人名；(英、西)特伦奇

632 trio 1 ['tri:əu] n.三重唱；三件一套；三个一组 n.(Trio)人名；(意)特里奥

633 trivia 1 ['triviə] n.琐事

634 trump 1 [trʌmp] n.王牌；法宝；喇叭 vt.胜过；打出王牌赢 vi.出王牌；吹喇叭 n.(Trump)人名；(英)特朗普

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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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6 types 1 ['taɪps] n. 类型 v. 打字 名词type的复数形式.

637 universe 1 ['ju:nivə:s] n.宇宙；世界；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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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 unprecedented 1 [,ʌn'presidəntid] adj.空前的；无前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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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 us 1 pron.我们

642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643 valuable 1 ['væljuəbl] adj.有价值的；贵重的；可估价的 n.贵重物品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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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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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 villages 1 ['vilidʒəz] n. 村庄，村（名词village的复数形式）；<大写>比利亚赫斯（姓氏）

647 violently 1 ['vaiələntli] adv.猛烈地，激烈地；极端地

648 visible 1 ['vizəbl] adj.明显的；看得见的；现有的；可得到的 n.可见物；进出口贸易中的有形项目

649 voice 1 [vɔis] n.声音；嗓音；发言权；愿望 vt.表达；吐露

650 volcanoes 1 英 [vɒl'keɪnəʊ] 美 [vɑ lː'keɪnoʊ] n. 火山

651 volcanology 1 [,vɔlkə'nɔlədʒi] n.[地质]火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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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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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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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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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5 week 1 [wi:k] n.周，星期

656 welcome 1 ['welkəm] adj.受欢迎的 n.欢迎 vt.欢迎 int.欢迎 n.(Welcome)人名；(英)韦尔科姆

657 weld 1 [weld] vt.焊接；使结合；使成整体 vi.焊牢 n.焊接；焊接点 n.(Weld)人名；(英)韦尔德

658 well 1 [wel] adv.很好地；充分地；满意地；适当地 adj.良好的；健康的；适宜的 n.井；源泉 v.涌出 n.(Well)人名；(英、德、荷)
韦尔

659 Werther 1 n. 沃瑟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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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1 whatchamacallit 1 n.=what-you-may-call-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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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 wi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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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4 woman 1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665 wondering 1 ['wʌndəriŋ] adj.疑惑的；觉得奇怪的 v.想知道（wonder的ing形式）；惊奇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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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 workers 1 ['wɜːkəz] n.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

668 yet 1 [jet] adv.还；但是；已经 conj.但是；然而 n.(Ye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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