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nn10 2022-03-30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76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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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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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is 3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5 it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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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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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in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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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that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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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On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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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you 18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11 Mars 16 [mɑ:z] n.战神；[天]火星

12 be 13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3 this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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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crane 12 [krein] n.吊车，起重机；鹤 vi.伸着脖子看；迟疑，踌躇 vt.用起重机起吊；伸长脖子 n.(Crane)人名；(意、葡)克拉内；
(英、法、西)克兰

15 lockdown 12 ['lɔkdaun] n.一级防范禁闭（期）

16 there 12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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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arth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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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two 1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0 abou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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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bu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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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starship 10 英 ['stɑ ʃːɪp] 美 ['stɑ rːʃɪp] n. 星际飞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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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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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going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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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not 8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7 o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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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spacex 8 n.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美国的太空运输公司）

29 would 8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30 musk 7 [mʌsk] n.麝香；麝香鹿；麝香香味

31 need 7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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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Nye 7 [nai] n.奈（姓氏）；（英）等于nide

34 wh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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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which 7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36 will 7 [wɪl] n.意志；决心；情感；遗嘱；意图；心愿 vt.决心要；遗赠；用意志力使 vi.愿意；下决心 aux.将；愿意；必须

37 also 6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38 china 6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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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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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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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orbi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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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over 6 ['əuvə] adv.结束；越过；从头到尾 prep.越过；在…之上；遍于…之上 adj.结束的；上面的 vt.越过 n.(Over)人名；(俄、西、
土)奥韦尔

45 re 6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46 sai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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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shanghai 6 ['ʃæŋhai; 'ʃæŋ'hai] n.上海（中国东部港市）

48 Ukraine 6 [ju:'krein; -'krain] n.乌克兰（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现已独立）

49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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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Berthoud 5 n.(Berthoud)人名；(法)贝尔图；(英)伯绍德

51 b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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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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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d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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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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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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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may 5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57 officials 5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58 people 5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59 righ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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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rocket 5 ['rɔkit] vi.飞驰，飞快地移动；迅速增加 n.火箭 vt.用火箭运载

61 Russian 5 ['rʌʃən] adj.俄国的；俄语的 n.俄语；俄国人

62 sa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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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se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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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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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u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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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67 able 4 ['eibl] adj.能；[经管]有能力的；能干的 n.(Able)人名；(伊朗)阿布勒；(英)埃布尔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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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city 4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70 cos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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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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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hav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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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humans 4 ['hjuːmənz] n.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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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lik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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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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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oil 4 [ɔil] n.油；石油；油画颜料 vt.加油；涂油；使融化 vi.融化；加燃油

78 other 4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79 our 4 ['auə, ɑ:] pron.我们的

80 peace 4 [pi:s] n.和平；平静；和睦；秩序 n.(Peace)人名；(英)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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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planet 4 ['plænit] n.行星 n.(Planet)人名；(法)普拉内；(西、葡)普拉内特

82 possible 4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83 says 4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84 so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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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test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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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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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Ukrainian 4 [ju:'kreiniən; -'krai-] adj.乌克兰的；乌克兰人的 n.乌克兰人；乌克兰语

88 videotape 4 ['vidiəuteip] n.录像带 vt.将…录到录像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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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after 3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91 American 3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92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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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area 3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95 areas 3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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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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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begin 3 [bɪ̍ 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98 between 3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99 booster 3 ['bu:stə] n.升压机；支持者；扩爆器

100 calle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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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capital 3 ['kæpitəl] n.首都，省会；资金；大写字母；资本家 adj.首都的；重要的；大写的 n.(Capital)人名；(法)卡皮塔尔

102 Carl 3 [kɑ:l] n.卡尔（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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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lon 3 [ɪ'lɒn] 埃伦(可溶性显影剂粉末)

105 end 3 [end] n.结束；目标；尽头；末端；死亡 vi.结束，终止；终结 vt.结束，终止；终结 n.(End)人名；(英、德)恩德

106 engineering 3 [,endʒi'niəriŋ] n.工程，工程学 v.设计；管理（engineer的ing形式）；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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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few 3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109 future 3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110 half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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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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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life 3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13 o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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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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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reduce 3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116 residents 3 ['rezɪdənts] 居民

117 Russia 3 ['rʌʃə] n.俄罗斯

118 shi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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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should 3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120 six 3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121 s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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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space 3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123 spot 3 [spɔt] n.地点；斑点 vt.认出；弄脏；用灯光照射 vi.沾上污渍；满是斑点 adj.现场的；现货买卖的 adv.准确地；恰好

124 talks 3 ['tɔː ks] 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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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these 3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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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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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who 3 pron.谁；什么人

129 wor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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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years 3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131 absolutely 2 ['æbsəlju:tli, ,æbsə'lju:tli] adv.绝对地；完全地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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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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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art 2 n.（包括雕塑、绘画、音乐等的）艺术，美术；美术（作）品；艺品（作）品；（表演）艺术；技术，技巧； adj.艺术
的；艺术品的；具有艺术性的 v.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过时用法

135 away 2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136 b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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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bit 2 n.[计]比特（二进位制信息单位）；少量；马嚼子；辅币；老一套；一点，一块 vt.控制 adj.很小的；微不足道的 adv.有点
儿；相当 vt.咬（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8 Bristol 2 ['bristəl] n.布里斯托尔（英国西部的港口城市）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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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cargo 2 ['kɑ:gəu] n.货物，船货 n.(Cargo)人名；(英、西)卡戈

141 change 2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142 closer 2 ['kləuzə] adj.靠近的 n.[自]闭合器；最后的节目

143 closest 2 [k'ləʊsɪst] adj. 最靠近的

144 come 2 [kʌm] vi.来；开始；出现；发生；变成；到达 vt.做；假装；将满（…岁） int.嗨！ n.(Come)人名；(英)科姆；(阿尔巴)乔
梅

145 concerned 2 [kən'sə:nd] adj.有关的；关心的 v.关心（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与…有关

146 contain 2 [kən'tein] vt.包含；控制；容纳；牵制（敌军） vi.含有；自制

147 correspondent 2 [,kɔ:ri'spɔndənt] n.通讯记者；客户；通信者；代理商行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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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d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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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does 2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151 dome 2 [dəum] n.圆屋顶 vi.成圆顶状 vt.加圆屋顶于…上 n.(Dome)人名；(法)多姆

152 dow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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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t 2 [i:ti:] conj.（拉丁语）和（等于and）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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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ever 2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156 exploration 2 [,eksplɔ:'reiʃən] n.探测；探究；踏勘

157 factories 2 ['fæktri] n. 工厂；制造厂

158 feet 2 ['fi:t, fi:t] n.脚（foot的复数形式）；尺；韵脚

159 fir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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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founder 2 ['faundə] vi.失败；沉没；倒塌；变跛 vt.破坏；使摔倒；垮掉 n.创始人；建立者；翻沙工

161 heavy 2 adj.沉重的；繁重的，巨大的；拥挤的；阴沉的 n.重物；严肃角色 adv.大量地；笨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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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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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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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human 2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167 hundred 2 ['hʌndrəd] n.一百；许多 adj.一百的；许多的 num.百；百个

168 if 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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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Kristie 2 n. 克里斯蒂

171 lar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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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launched 2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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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li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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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lives 2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176 lots 2 [lɔts] n.大量，许多；一堆；命运（lot的复数） adv.很，非常 v.抽签；分组；把（土地）划分成块（lot的三单形式）

177 low 2 [ləu] adj.低的，浅的；卑贱的；粗俗的；消沉的 adv.低声地；谦卑地，低下地 n.低；低价；低点；牛叫声 vi.牛叫 n.(Low)
人名；(英、德)洛

178 lower 2 ['ləuə] vt.减弱，减少；放下，降下；贬低 vi.降低；减弱；跌落 adj.下游的；下级的；下等的 n.(Lower)人名；(英、意)洛
厄

179 Lu 2 abbr.手太阴肺经 n.(Lu)人名；(缅、柬)卢

180 lucy 2 ['lu:si] n.露西（女子名）

181 ma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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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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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march 2 vi.（坚定地向某地）前进；行军，进军；游行示威；进展，进行 vt.使前进；使行军 n.行进，前进；行军；游行示
威；进行曲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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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migh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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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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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mission 2 ['miʃən] n.使命，任务；代表团；布道 vt.派遣；向……传教

188 mo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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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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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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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northern 2 ['nɔ:ðən] adj.北部的；北方的 n.北部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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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only 2 ['əunli] adv.只，仅仅；不料 adj.唯一的，仅有的；最合适的 conj.但是；不过；可是

194 outsi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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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parts 2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196 planetary 2 ['plænitəri] adj.行星的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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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policy 2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199 president 2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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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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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propellant 2 [prəu'pelənt] n.推进物；推进燃料；发射火药 adj.推进的

203 put 2 [put] vt.放；表达；移动；安置；赋予 vi.出发；击；航行；发芽 n.掷；笨蛋；投击；怪人 adj.固定不动的 n.(Put)人名；
(泰、缅)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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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r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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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reusable 2 [ri:'ju:zəbl] adj.可以再度使用的，可重复使用的

207 risk 2 [risk] n.风险；危险；冒险 vt.冒…的危险 n.(Risk)人名；(英、阿拉伯)里斯克

208 second 2 ['sekənd] n.秒；第二名；瞬间；二等品 vt.支持 adj.第二的；次要的；附加的 num.第二 adv.第二；其次；居第二位 n.
(Second)人名；(法)塞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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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self 2 [self] n.自己，自我；本质；私心 adj.同一的 vt.使自花授精；使近亲繁殖 vi.自花授精 n.(Self)人名；(英)塞尔夫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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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sending 2 ['sendɪŋ] 发送； 派遣

212 settlement 2 ['setlmənt] n.解决，处理；[会计]结算；沉降；殖民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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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stout 2 [staut] adj.结实的；矮胖的；勇敢的；激烈的 n.矮胖子；烈性啤酒 n.(Stout)人名；(英)斯托特

215 sup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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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suspended 2 [sə'spendid] adj.悬浮的；暂停的，缓期的（宣判）

217 sustaining 2 [sə'steiniŋ] adj.持续的；支持的 v.维持（sustain的现在分词）；支持；承受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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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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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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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tons 2 [tʌnz] ad. [口]极其；非常

223 to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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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Tuesday 2 ['tju:zdi; -dei] n.星期二

225 under 2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226 undergo 2 [,ʌndə'gəu] vt.经历，经受；忍受

227 unidentified 2 adj.未经确认的；未辨别出的，身份不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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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u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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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Venus 2 ['vi:nəs] n.[天]金星；维纳斯（爱与美的女神）

231 very 2 ['veri] adj.恰好是，正是；甚至；十足的；特有的 adv.非常，很；完全 n.(Very)人名；(英)维里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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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Vladimir 2 ['vlædimə] n.弗拉基米尔（古罗斯弗拉基米尔-苏兹达里公国的古都）

234 voice 2 [vɔis] n.声音；嗓音；发言权；愿望 vt.表达；吐露

235 wh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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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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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aboard 1 [ə'bɔ:d] adv.在飞机上；[船]在船上；在火车上 prep.在…上

238 above 1 [ə'bʌv] prep.超过；在……上面；在……之上 adv.在上面；在上文 adj.上文的 n.上文

239 abstract 1 n.摘要；抽象；抽象的概念 adj.抽象的；深奥的 vt.摘要；提取；使……抽象化；转移(注意力、兴趣等)；使心不在
焉 vi.做摘要；写梗概

240 achieved 1 [ə'tʃiː vd] adj. 获得的；达到的；实现的 动词achie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1 actually 1 adv.实际上；事实上

242 agree 1 [ə̍ ɡriː ] vt.同意，赞成；承认；约定，商定 vi.vi.同意，意见一致；约定，商定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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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aligned 1 [ə'laɪnd] adj. 对齐的；均衡的 动词alig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5 alive 1 [ə'laiv] adj.活着的；活泼的；有生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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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altitude 1 n.高地；高度；[数]顶垂线；（等级和地位等的）高级；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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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ambitious 1 [æm'biʃəs] adj.野心勃勃的；有雄心的；热望的；炫耀的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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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announcement 1 [ə'naunsmənt] n.公告；宣告；发表；通告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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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arguing 1 ['ɑrgjʊɪŋ] n. 争吵 动词argue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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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arms 1 [a:mz] n.臂（arm的复数）；[军]武器；纹章 v.武装；配备（arm的三单形式） n.(Arms)人名；(英)阿姆斯

255 artist 1 ['ɑ:tist] n.艺术家；美术家（尤指画家）；大师

256 artists 1 英 ['a:tists] 美 ['ɑ:tists] n. 艺术家（名词artist的复数形式）

257 auction 1 ['ɔ:kʃən] vt.拍卖；竞卖 n.拍卖

258 authorities 1 [ɔː 'θɒrɪtɪs] n. 当局；官方 名词authority的复数形式.

259 avant 1 [ə'vant] adj.激进的；先锋派的 prep.在…之前

260 average 1 n.平均；平均数；海损 adj.平均的；普通的；通常的 vt.算出…的平均数；将…平均分配；使…平衡 vi.平均为；呈中
间色

261 backup 1 ['bækʌp] n.支持；后援；阻塞 adj.支持的；候补的 vt.做备份

262 bank 1 [bæŋk] n.银行；岸；浅滩；储库 vt.将…存入银行；倾斜转弯 vi.堆积；倾斜转弯 n.(Bank)人名；(英、德、俄)班克；(法、
匈)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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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265 behind 1 [bi'haind] prep.落后于；支持；晚于 adv.在后地；在原处 n.屁股

266 behold 1 [bi'həuld] vt.看；注视；把...视为 vi.看 int.瞧；看呀

267 beholder 1 [bi'həuldə] n.旁观者；观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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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benefit 1 n.利益，好处；救济金 vt.有益于，对…有益 vi.受益，得益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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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blue 1 n.蓝色；[复数]（美国海、陆、空三军穿的）蓝色制服；蓝颜料；[theblue(s)][用作单数或复数]布鲁斯（歌曲）（一种伤
感的美国黑人民歌 adj.蓝色的；沮丧的，忧郁的；下流的 vt.把…染成蓝色；使成蓝色；给…用上蓝剂；用上蓝剂于 vi.变成
蓝色，呈蓝色 n.（英、西、意）布卢（人名）

272 bottom 1 ['bɔtəm] n.底部；末端；臀部；尽头 adj.底部的 vt.装底；测量深浅；查明真相 vi.到达底部；建立基础 n.(Bottom)人名；
(英)博顿

273 breakthrough 1 ['breikθru:] n.突破；突破性进展

274 breathe 1 [bri:ð] vi.呼吸；低语；松口气；（风）轻拂 vt.呼吸；使喘息；流露；低声说

275 bridge 1 [bridʒ] n.桥；桥牌；桥接器；船桥 vt.架桥；渡过 n.(Bridge)人名；(英)布里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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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brush 1 n.刷子；画笔；毛笔；争吵；与某人有效冲突；灌木丛地带；矮树丛；狐狸尾巴 vt.刷；画； vi.刷；擦过；掠过；（经
过时）轻触

278 bursting 1 ['bɜːstɪŋ] adj. 充满的；渴望的 动词burst的现在分词.

279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280 camp 1 [kæmp] vi.露营；扎营 vt.扎营；使扎营 n.露营 n.(Camp)人名；(英)坎普；(瑞典)坎普；(法)康

281 canvas 1 ['kænvəs] n.帆布 vt.用帆布覆盖，用帆布装备 adj.帆布制的

282 captain 1 ['kæptin] n.队长，首领；船长；上尉；海军上校 vt.指挥；率领

283 carries 1 ['kæri] v. 携带；运送；搬运；带有；传播；承载 n. 【计】进位；运载

284 carry 1 ['kæri] vt.拿，扛；携带；支持；搬运 vi.能达到；被携带；被搬运 n.运载；[计]进位；射程 n.(Carry)人名；(英)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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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ught 1 [kɔ:t] v.捕捉（catch的过去分词）

287 center 1 ['sentə] n.中心，中央；中锋；中心点 vi.居中，被置于中心 vt.集中，使聚集在一点；定中心 adj.中央的，位在正中的 n.
(Center)人名；(英)森特

288 CEO 1 abbr.首席执行官；执行总裁（chiefexecutiveofficer）

289 chance 1 [tʃɑ:ns, tʃæns] n.机会，际遇；运气，侥幸；可能性 vt.偶然发生；冒……的险 vi.碰巧；偶然被发现 n.(Chance)人名；(英)
钱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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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circle 1 ['sə:kl] n.循环，周期；圆；圈子；圆形物 vi.盘旋，旋转；环行 vt.画圆圈；环绕…移动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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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cli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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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closely 1 ['kləusli] adv.紧密地；接近地；严密地；亲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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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 cold 1 [kəuld] adj.寒冷的；冷淡的，不热情的；失去知觉的 n.寒冷；感冒 adv.完全地

296 colonization 1 [,kɔlənai'zeiʃən] n.殖民；殖民地化

297 colonize 1 ['kɔlənaiz] vt.将…开拓为殖民地；移于殖民地；从他地非法把选民移入 vi.开拓殖民地；移居于殖民地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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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comment 1 n.评论；意见；批评；描述 vt.发表评论；发表意见 vi.为…作评语 n.(Comment)人名；(德)科门特；(法)科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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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community 1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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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completely 1 [kəm'pli:tli] adv.完全地，彻底地；完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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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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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continued 1 [kən'tinju:d] adj.继续的；持久的 v.继续；逗留；维持原状（continu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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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costly 1 ['kɔstli] adj.昂贵的；代价高的 n.(Costly)人名；(英)科斯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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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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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critical 1 ['kritikəl] adj.鉴定的；[核]临界的；批评的，爱挑剔的；危险的；决定性的；评论的

313 crosses 1 英 [krɒs] 美 [krɔː s] v. 穿过；交叉；杂交；反对；勾掉；碰见；阻挠 n. 十字架；十字形；杂交动植物；苦难 adj. 交叉
的；相反的；生气的；杂交的

314 cups 1 [kʌps] n. 杯子；奖杯 名词cup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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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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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dangerous 1 ['deindʒərəs] adj.危险的 危险地

318 days 1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319 deadlines 1 ['dedlaɪn] n. 最后期限；(鉴于边上的)警戒线；截止时间

320 decade 1 ['dekeid] n.十年，十年期；十

321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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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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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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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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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developments 1 [dɪ'veləpmənts] n. 建设；发展；开发区 名词development的复数形式.

327 diameter 1 [dai'æmitə] n.直径

328 doable 1 ['du:əbl] adj.可做的

329 dog 1 [dɔg, dɔ:g] n.狗；丑女人；卑鄙的人；(俚)朋友 vt.跟踪；尾随

330 don 1 [dɔn] n.先生，阁下；指导教师，大学教师 vt.穿上 n.(Don)人名；(缅)顿；(英)唐(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

331 dot 1 [dɔt] n.点，圆点；嫁妆 vi.打上点 vt.加小点于 n.(Dot)人名；(中)多(广东话·威妥玛)；(英)多特(女子教名Dorothea和Dorothy
的昵称)；(越)突

332 downsides 1 n.下降趋势（downside的复数形式）

333 drastically 1 ['dræstikəli] adv.彻底地；激烈地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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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drop 1 [drɔp] vt.滴；使降低；使终止；随口漏出 vi.下降；终止 n.滴；落下；空投；微量；滴剂

336 during 1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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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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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eight 1 [eit] num.八；八个；第八 adj.八的 n.八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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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 either 1 adj.两者之中任一的；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任何一个 conj.也（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根本 pron.任一，两方，随
便哪一个；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

341 ending 1 ['endiŋ] n.结局；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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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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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ensure 1 [in'ʃuə] vt.保证，确保；使安全

345 epic 1 ['epik] adj.史诗的，叙事诗的 n.史诗；叙事诗；史诗般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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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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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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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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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evidence 1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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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experimental 1 [ek,speri'mentəl, ek's-] adj.实验的；根据实验的；试验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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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eye 1 [ai] n.眼睛；视力；眼光；见解，观点 vt.注视，看 n.(Eye)人名；(德)艾厄；(英)艾

355 fact 1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356 factor 1 ['fæktə] n.因素；要素；[物]因数；代理人 vi.做代理商 vt.把…作为因素计入；代理经营；把…分解成 n.(Factor)人名；
(英)法克特

357 failures 1 ['feɪljəz] 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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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 fantastically 1 [fæn'tæstikəli] adv.想像中地；奇特地；难以置信地

360 favor 1 vt.较喜欢；像；优惠，偏袒；有利于；赐予；证实 n.帮助；赞同；偏爱，喜爱

361 February 1 ['februəri] n.二月

362 fight 1 [fait] vi.打架；与…打仗，与…斗争；反对…提案 n.打架；战斗，斗志

363 fighting 1 ['faitiŋ] adj.战斗的；好战的；适于格斗的 n.战斗，搏斗 v.奋斗（fight的ing形式）；打仗；与…进行拳击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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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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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financial 1 [fai'nænʃəl] adj.金融的；财政的，财务的

367 finishing 1 ['finiʃiŋ] adj.最后的；终点的 n.完成，结束；最后的修整 v.完成（finish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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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 flames 1 [fleɪmz] n. 火焰 名词flame的复数形式.

370 focused 1 英 ['fəʊkəst] 美 ['foʊkəst] adj. 聚焦的；集中的 动词focu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71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372 forces 1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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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 formed 1 [fɔ:md] adj.成形的，成形 v.成形加工（form过去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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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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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 Friday 1 ['fraidi] n.星期五

378 garde 1 [ga:d] n.加尔达（姓氏）

379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380 gigantic 1 [,dʒai'gæntik] adj.巨大的，庞大的

381 glad 1 adj.高兴的；乐意的 vt.使......高兴 n.(Glad)人名；(塞、瑞典)格拉德；(英)格莱德；(法、挪)格拉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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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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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 government 1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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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 grail 1 [greil] n.杯；圣杯（传说中耶稣最后晚餐所用之杯）；大盘；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东西 n.(Grail)人名；(法)格拉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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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 growth 1 [grəuθ] n.增长；发展；生长；种植

388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389 headquarters 1 [,hed'kwɔ:təz] n.总部；指挥部；司令部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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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 himself 1 [him'self] pron.他自己；他亲自，他本人

392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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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 hits 1 [hɪts] n. [计]采样数 名词hit的复数形式.

395 holy 1 [['həuli] adj.圣洁的，神圣的；至善的 n.神圣的东西 （俚）太棒了 n.(Holy)人名；(英、德、匈)霍利

396 hom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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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 hostile 1 ['hɔstail, -təl] adj.敌对的，敌方的；怀敌意的 n.敌对

398 hostilities 1 英 [hɒ'stɪləti] 美 [hɑ 'ːstɪləti] n. 敌意；敌对状态；公开战争

399 hour 1 ['auə] n.小时；钟头；课时；…点钟 n.(Hour)人名；(法)乌尔；(柬)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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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 Hu 1 abbr.海南航空公司在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中的二字代码；匈牙利（Hungary）；英国无国界卫生组织（HealthLimited） n.
(Hu)人名；(中)胡(广东话·威妥玛)；(柬)胡；(东南亚国家华语)胡

402 huangpu 1 n. 黄埔

403 humanity 1 [hju:'mænəti] n.人类；人道；仁慈；人文学科

404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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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indicated 1 adj.表明的；指示的 v.表明（indicate的过去分词）；指出；显示

407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408 infamous 1 ['infəməs] adj.声名狼藉的；无耻的；邪恶的；不名誉的

409 influenced 1 ['ɪnfluəns] v. 影响；感染；<美俚>在(饮料)中加烈酒 n. 影响力；影响；权势；势力；有影响的人(或事物)

410 inhabitants 1 [ɪn'hæbɪtənts] 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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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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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investigate 1 [in'vestigeit] v.调查；研究

414 investors 1 [ɪn'vestəz] 投资者

415 jump 1 [dʒʌmp] n.跳跃；暴涨；惊跳 vt.跳跃；使跳跃；跳过；突升 vi.跳跃；暴涨；猛增 n.(Jump)人名；(英)江普

416 Jupiter 1 ['dʒu:pitə] n.[天]木星；朱庇特（罗马神话中的宙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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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 lagging 1 ['lægiŋ] n.绝缘层材料 adj.落后的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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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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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 larry 1 ['læri] n.拌浆锄；小车，[矿业]斗底车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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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 layers 1 ['leɪəs] n. 层 名词lay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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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 learn 1 [lə:n] vt.学习；得知；认识到 vi.学习；获悉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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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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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 leaving 1 ['li:viŋ] n.离开；残余；渣滓 v.离开；留下；舍弃（leav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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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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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 lessons 1 ['lesn] n. 教训；课，功课，课业；榜样，典范 vt. 教训，告诫，训斥；给 ... 上课

431 link 1 [liŋk] n.[计]链环，环节；联系，关系 vt.连接，连结；联合，结合 vi.连接起来；联系在一起；将人或物连接或联系起来 n.
(Link)人名；(英、德、塞、捷、匈、瑞典)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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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 locations 1 英 [ləʊ'keʃəns] 美 [loʊ'keʃəns] n. 地点；位置；定位 名词location的复数形式.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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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 looks 1 [lʊks] n. 外貌(恒用复数)

436 lowest 1 ['ləuist] adj.最低的；最小的（low的最高级）；最底下的

437 lunar 1 ['lju:nə] adj.月亮的，月球的；阴历的；银的；微亮的 n.(Lunar)人名；(西)卢纳尔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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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 mandatory 1 ['mændətəri:, -,tɔ:ri] adj.强制的；托管的；命令的 n.受托者（等于mandatary）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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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 materials 1 [mə'tɪərɪəlz] n. 原料；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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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 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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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 meeting 1 ['mi:tiŋ] n.会议；会见；集会；汇合点 v.会面；会合（meet的ing形式）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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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 mercury 1 n.[化]汞，水银 [天]水星 温度表 精神，元气

447 metric 1 ['metrik] adj.公制的；米制的；公尺的 n.度量标准

448 microbe 1 ['maikrəub] n.细菌，微生物

449 midair 1 [,mid'εə] n.半空中

450 Miles 1 [mailz] n.迈尔斯（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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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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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 minutes 1 ['mɪnɪts] n. 分钟；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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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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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458 moon 1 [mu:n] n.月亮；月球；月光；卫星 vi.闲荡；出神 vt.虚度 n.(Moon)人名；(瑞典)莫恩；(柬)蒙；(英)穆恩；(缅)孟

459 Morgantown 1 摩根敦（美国城市）

460 mountaineer 1 [,maunti'niə] n.登山家，登山运动员；山地人 vi.登山

461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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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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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 multinational 1 [,mʌlti'næʃənəl] adj.跨国公司的；多国的 n.跨国公司

465 music 1 ['mju:zik] n.音乐，乐曲

466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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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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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 neutral 1 ['nju:trəl] adj.中立的，中性的；中立国的；非彩色的 n.中立国；中立者；非彩色；齿轮的空档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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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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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 nine 1 [nain] n.九，九个 num.九；九个 adj.九的，九个的 n.(Nine)人名；(塞)尼内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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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力特快 www.listeningexpress.com

http://www.listeningexpress.com/


474 nuclear 1 ['nju:kliə, 'nu:-] adj.原子能的；[细胞]细胞核的；中心的；原子核的

475 numerous 1 ['nju:mərəs] adj.许多的，很多的

476 okay 1 ['əu'kei, ,əu'kei, 'əukei] adv.可以；对；很好地 adj.可以；对；不错 n.同意，批准 int.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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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 operation 1 [,ɔpə'reiʃən] n.操作；经营；[外科]手术；[数][计]运算

479 outbreaks 1 暴发

480 pair 1 [pεə] n.一对，一双，一副 vt.把…组成一对 n.(Pair)人名；(英、法)佩尔

481 panel 1 ['pænl] n.仪表板；嵌板；座谈小组，全体陪审员 vt.嵌镶板 n.(Panel)人名；(英、法)帕内尔

482 p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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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 particular 1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484 passengers 1 旅客

485 passes 1 ['paː sɪz] n. 途径；通行 名词pass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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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7 payload 1 ['pei,ləud] n.（导弹、火箭等的）有效载荷，有效负荷；收费载重，酬载；（工厂、企业等）工资负担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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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 places 1 [pleɪsɪz] n. 地点，地方；位置；位数（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 v. 放置（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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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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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 plein 1 n.(Plein)人名；(德、俄)普莱因

493 pointillism 1 ['pwæntilizəm, 'pɔin-] n.点描绘法；点描绘派

494 polish 1 n.磨光，擦亮；擦亮剂；优雅，精良 vi.擦亮，变光滑 vt.磨光，使发亮；使完美;改进 v.磨光；修改；润色 adj.波兰的

495 pose 1 vt.造成，形成；摆姿势；装模作样；提出…讨论 vi.摆姿势；佯装；矫揉造作 n.姿势，姿态；装模作样

496 possibility 1 [,pɔsə'biləti] n.可能性；可能发生的事物

497 potential 1 [pəu'tenʃəl] n.潜能；可能性；[电]电势 adj.潜在的；可能的；势的

498 powered 1 ['pauəd] adj.有动力装置的；以…为动力的 n.促进（power的过去分词）；给…提供动力

499 powerful 1 ['pauəful] adj.强大的；强有力的 adv.很；非常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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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 previously 1 ['pri:vju:sli] adv.以前；预先；仓促地

502 probably 1 ['prɔbəbli] adv.大概；或许；很可能

503 proc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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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 progress 1 ['prəugres, 'prɔ-, prəu'gres] n.进步，发展；前进 vi.前进，进步；进行 n.(Progress)人名；(赞)普罗格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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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 prompted 1 [p'rɒmptɪd] vbl. 提示

507 prudent 1 ['pru:dənt] adj.谨慎的；精明的；节俭的 n.(Prudent)人名；(法)普吕当

508 public 1 ['pʌblik] adj.公众的；政府的；公用的；公立的 n.公众；社会；公共场所 n.(Public)人名；(英)帕布利克

509 pudong 1 浦东

510 pullback 1 ['pulbæk] n.撤退；障碍

511 pumps 1 ['pʌmps] n. 轻舞鞋 名词pump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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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 Putin 1 ['putin] n.普京（人名）

514 puts 1 [pʊts] n. C语言的字符串输出语句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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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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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 rachel 1 ['reitʃəl] n.雷切尔（女子名）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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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 rapid 1 ['ræpid] adj.迅速的，急促的；飞快的；险峻的 n.急流；高速交通工具，高速交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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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 raptor 1 ['ræptə(r)] n.猛禽；肉食鸟

521 read 1 [ri:d] vt.阅读；读懂，理解 vi.读；读起来 n.阅读；读物 adj.有学问的 n.(Read)人名；(英)里德

522 reasonable 1 ['ri:zənəbl] adj.合理的，公道的；通情达理的

523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524 refugees 1 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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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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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 reliable 1 [ri'laiəbl] adj.可靠的；可信赖的 n.可靠的人

528 remain 1 [ri'mein] vi.保持；依然；留下；剩余；逗留；残存 n.遗迹；剩余物，残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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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 reports 1 英 [rɪ'pɔː t] 美 [rɪ'pɔː rt] n. 报告；传闻；成绩单；爆炸声 v. 报告；报导；叙述；举报；报到；对…负责

531 representational 1 [,reprizen'teiʃənəl] adj.代表的；具象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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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 rest 1 [rest] vt.使休息，使轻松；把…寄托于 n.休息，静止；休息时间；剩余部分；支架 vi.休息；静止；依赖；安置 n.(Rest)人
名；(英、德、俄、捷、荷)雷斯特

534 return 1 [ri'tə:n] vt.返回；报答 vi.返回；报答 n.返回；归还；回球 adj.报答的；回程的；返回的

535 river 1 ['rivə] n.河，江 n.(River)人名；(英)里弗

536 robot 1 ['rəubɔt, -bət, 'rɔbət] n.机器人；遥控设备，自动机械；机械般工作的人

537 robotic 1 [rəu'bɔtik] adj.机器人的，像机器人的；自动的 n.机器人学

538 rock 1 [rɔk] n.岩石；摇滚乐；暗礁 vt.摇动；使摇晃 vi.摇动；摇晃 n.(Rock)人名；(英、德、匈、意、瑞典)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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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 roughly 1 ['rʌfli] adv.粗糙地；概略地

541 ruin 1 ['ruin, 'ru:-] n.废墟；毁坏；灭亡 vt.毁灭；使破产 vi.破产；堕落；被毁灭 n.(Ruin)人名；(德、意、芬)鲁因；(法)吕安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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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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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 sa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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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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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 Saturn 1 ['sætən] n.[天]土星；农业之神（罗马神话中的一个形象）

547 saved 1 ['seɪvd] adj. 保存了的；获救的 v. 救；节省；保存（动词s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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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 schedule 1 ['ʃədju:əl, -dʒu:əl, 'skedʒu:əl, -dʒuəl] vt.安排，计划；编制目录；将……列入计划表 n.时间表；计划表；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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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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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 screw 1 [skru:] vt.旋，拧；压榨；强迫 n.螺旋；螺丝钉；吝啬鬼 vi.转动，拧

553 separate 1 vt.使分离；使分开；使分居 vi.分开；隔开；分居 adj.单独的；分开的；不同的；各自的； n..分开；抽印本

554 separates 1 ['sepərət] adj. 分开的；不同的；单独的；各自的 v. 分开；隔开；区分；分居；脱离 n. 分开；抽印本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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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 setting 1 ['setiŋ] n.环境；安装；布置；[天]沉落 v.放置；沉没；使…处于某位置（set的ing形式）

557 settle 1 ['setl] vi.解决；定居；沉淀；下陷 vt.解决；安排；使…定居 n.有背长椅 n.(Settle)人名；(英)塞特尔

558 settling 1 ['setliŋ] n.安置；固定；沉淀物；移居 v.解决；安居（settle的ing形式） n.(Settling)人名；(瑞典)塞特林

559 seur 1 瑟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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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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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 show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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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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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sides 1 [saɪdz] n.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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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 sing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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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 society 1 [sə'saiəti] n.社会；交往；社团；社交界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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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 spacesuit 1 ['speis,sju:t] n.航天服；太空服

569 special 1 ['speʃəl] n.特使，特派人员；特刊；特色菜；专车；特价商品 adj.特别的；专门的，专用的

570 spots 1 [spɒts] n. 污点 名词spot的复数形式.

571 stage 1 [steidʒ] n.阶段；舞台；戏剧；驿站 vt.举行；上演；筹划 vi.举行；适于上演；乘驿车旅行 n.(Stage)人名；(英)斯特奇

572 standing 1 ['stændiŋ] adj.长期的；直立的；固定的 n.站立；持续；身分 v.站立；坚持不变；坐落于（stand的ing形式） n.
(Standing)人名；(英)斯坦丁；(德)施坦丁

573 staunchly 1 [stɔː ntʃ] adj. 坚定的；坚固的；忠实可信的；不漏水的 vt. 止住；止血 =stanch.

574 stemmed 1 [stemd] adj.去掉茎或梗的；有茎或梗的；装有…柄的 v.起源于（stem的过去分词形式）；除去…的茎；给（假花
等）装梗

575 steps 1 n.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台阶，步骤（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

576 strategy 1 ['strætidʒi] n.战略，策略

577 styrofoam 1 ['stairəfəum] n.泡沫聚苯乙烯

578 subscribing 1 [səb'skraɪb] vt. 订阅；签名；支持；捐赠；同意

579 substantial 1 [səb'stænʃəl] adj.大量的；实质的；内容充实的 n.本质；重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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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 sunrise 1 ['sʌnraiz] n.日出；黎明 n.(Sunrise)人名；(德)松里泽

582 supplies 1 [səp'laɪz] n. 物资；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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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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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 surpassing 1 [sə'pɑ:siŋ, -'pæsiŋ] adj.胜过的；卓越的；优秀的 adv.卓越地；非凡地 v.胜过（surpass的ing形式）

586 sweeping 1 ['swi:piŋ] n.扫除；垃圾 adj.彻底的；广泛的；扫荡的 v.打扫；扫除（sweep的现在分词形式）

587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588 taken 1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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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 talked 1 [tɔː k] v. 交谈；商讨；演讲；阐述；劝服 n. 谈话；会谈；讨论；讲话；空谈

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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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 t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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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 teaches 1 ['tiː tʃɪz] v. 教；教导；教授；教训（动词teach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594 ten 1 [ten] num.十个，十 n.(Ten)人名；(英)坦恩；(意)泰恩；(柬)登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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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6 thank 1 [θæŋk] vt.感谢 n.感谢 int.谢谢

597 thei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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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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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 theory 1 ['θiəri, 'θi:ə-] n.理论；原理；学说；推测

600 thin 1 [θin] adj.薄的；瘦的；稀薄的；微弱的 vt.使瘦；使淡；使稀疏 vi.变薄；变瘦；变淡 adv.稀疏地；微弱地 n.细小部分 n.
(Thin)人名；(越)辰；(柬)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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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2 thoroughly 1 ['θʌrəli, 'θə:rəu-] adv.彻底地，完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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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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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5 throwing 1 英 ['θrəʊɪŋ] 美 ['θroʊɪŋ] n. 投掷运动 动词throw的现在分词形式.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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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 titled 1 ['taitld] adj.有头衔的；有标题的 v.加标题于；授予…称号（titl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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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8 together 1 [tə'geðə] adv.一起；同时；相互；连续地；总共 adj.新潮的；情绪稳定的，做事有效率的

609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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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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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 touches 1 ['tʌtʃɪs] (画上的)高光, 笔致, 绝技,名词touch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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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 transport 1 [træns'pɔ:t; trænz-træns'pɔ:t, trænz-, trɑ:n-, 'trænspɔ:t, 'trænz-, 'trɑ:n-] n.运输；运输机；狂喜；流放犯 vt.运输；流放；使狂喜

615 travel 1 ['trævəl] vi.旅行；行进；步行；交往 vt.经过；在…旅行 n.旅行；游历；漫游

616 triggered 1 ['trigəd] adj.触发的；起动的；有扳机的 v.引起；引爆（trigger的过去分词）；扣…的扳机

617 trivia 1 ['triviə] n.琐事

618 troops 1 n.[军]部队；[军]军队（troop的复数形式）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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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 understand 1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621 underway 1 ['ʌndə'wei] adj.进行中的；起步的；航行中的 n.[公路]水底通道

622 unique 1 [ju:'ni:k] adj.独特的，稀罕的；[数]唯一的，独一无二的 n.独一无二的人或物 n.(Unique)人名；(英)尤妮克

623 unquote 1 [,ʌn'kwəut] vi.（句、文等）结束（引文） vt.（句、文等）结束（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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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 us 1 pron.我们

626 used 1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627 vanishing 1 ['væniʃiŋ] adj.消没的 n.消失 v.消失（vanish的ing形式）

628 ve 1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629 vehicle 1 ['viː ɪk(ə)l] n.[车辆]车辆；工具；交通工具；运载工具；传播媒介；媒介物

630 Virginia 1 [və(:)'dʒinjə] n.弗吉尼亚（女子名）；弗吉尼亚州 adj.弗吉尼亚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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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 waiting 1 ['weitiŋ] n.等待；服侍 adj.等待的；服侍的 v.等待；伺候（wait的ing形式）；延缓 n.(Waiting)人名；(英)韦廷

633 wants 1 ['wɒnts] n.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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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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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6 water 1 n.水；海水；雨水；海域，大片的水 vt.使湿；供以水；给…浇水 vi.加水；流泪；流口水 n.(Water)人名；(英)沃特

637 weapons 1 n.武器（weapon的复数）；武装切换；斗争工具 v.武装（weapon的第三人称单数）

638 Weeks 1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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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 went 1 [went] v.去，过去（go的过去式） n.(Went)人名；(德、匈、荷)文特；(英)温特

641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642 west 1 [west] n.西；西方；西部 adj.西方的；朝西的 adv.在西方；向西方；自西方 n.(West)人名；(英、德、芬、瑞典)韦斯特

643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644 without 1 [wi'ðaut, -'θaut] prep.没有；超过；在…外面 adv.户外；在外面；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外部；外面

645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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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7 worst 1 [wə:st, 'wə:st] adj.最差的，最坏的；最不利的；效能最低的 n.最坏；最坏的时候 adv.最坏地；最不利地 n.(Worst)人名；
(英、德)沃斯特

648 worth 1 [wə:θ] adj.值…的 n.价值；财产 n.(Worth)人名；(英)沃思；(德)沃特

649 writes 1 [raɪt] v. 写；书写；填写；作曲

650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651 YouTube 1 英 ['ju tːjuːb] 美 ['ju tːuːb] n. 一个互联网视频共享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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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 zones 1 英 [zəʊn] 美 [zoʊn] n. 地域；地带；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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