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nn10 2022-04-07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9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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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to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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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of 3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is 30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6 that 28 [ðæt, 弱ðət, ðt] pron.那；那个 adv.那么；那样 conj.因为；以至于 adj.那；那个 n.(That)人名；(德)塔特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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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it 24 [ɪt] pron.[指无生命的东西、动物、植物]它；这；那 pron.指已提到或将提及的事物、活动、经验、抽象观念等 pron.在不分性
别或情况不详时指代 pron.作无人称动词的主语，表示天气、时日、距离、状态、温度等等 abbr.信息技术
informationtechnology

9 for 20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0 On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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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bu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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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power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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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ca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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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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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recession 12 [ri'seʃən] n.衰退；不景气；后退；凹处

16 so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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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this 12 [ðis, 弱ðəs] pron.这；这个；这里 adj.这；本；这个；今 adv.这样地；这么 n.(This)人名；(法)蒂斯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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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r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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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nergy 11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21 from 11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2 solar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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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you 1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4 o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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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our 10 ['auə, ɑ:] pron.我们的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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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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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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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bank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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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cran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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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technology 8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32 cnn 7 [ˌsiː en'en] abbr. 美国有线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

33 earth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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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conomic 7 [,i:kə'nɔmik] adj.经济的，经济上的；经济学的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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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mor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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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not 7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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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re 7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39 these 7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40 they 7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41 tidal 7 ['taidəl] adj.潮汐的；潮的，有关潮水的；定时涨落的 n.(Tidal)人名；(瑞典)蒂达尔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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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because 6 [bi'kɔz] conj.因为

44 int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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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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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space 6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47 storms 6 英 [stɔː m] 美 [stɔː rm] n. 暴风雨 v. 起风暴；猛攻；暴怒；捣毁

48 su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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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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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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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weather 6 ['weðə] n.天气；气象；气候；处境 vt.经受住；使风化；侵蚀；使受风吹雨打 vi.风化；受侵蚀；经受风雨 adj.露天的；
迎风的 n.(Weather)人名；(英)韦瑟

52 when 6 conj.考虑到；既然；当…时；在…时；如果 adv.什么时候，何时；（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在那时；其时；当时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53 wind 6 [[wɪnd] n.风；呼吸；气味；卷绕 vt.缠绕；上发条；使弯曲；吹号角；绕住或缠住某人 vi.缠绕；上发条；吹响号角 n.
(Wind)人名；(英、德、瑞典)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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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begin 5 [bɪ̍ 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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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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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high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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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how 5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60 like 5 [laik] vt.喜欢；想；愿意 vi.喜欢；希望 prep.像；如同 adj.同样的；相似的 n.爱好；同样的人或物 adv.可能 conj.好像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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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says 5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63 squid 5 [skwid] n.鱿鱼；乌贼；枪乌贼

64 storm 5 [stɔ:m] n.暴风雨；大动荡 vi.起风暴；横冲直撞；狂怒咆哮 vt.猛攻；怒骂 n.(Storm)人名；(瑞典)斯托姆；(德)施托姆；
(英、西、芬)斯托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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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years 5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67 a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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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around 4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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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depression 4 n.沮丧；忧愁；抑郁症；洼地；不景气；低气压区

71 deutsche 4 ['dɔɪtʃ] n.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马克

72 different 4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73 dow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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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ffects 4 [i'fekts] n.效果（effect的复数形式）；财物

75 h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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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jus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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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marine 4 [mə'ri:n] adj.船舶的；海生的；海产的；航海的，海运的 n.海运业；舰队；水兵；（海军）士兵或军官 n.(Marine)人名；
(西)马里内；(英)马林

78 migh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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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new 4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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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percen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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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potential 4 [pəu'tenʃəl] n.潜能；可能性；[电]电势 adj.潜在的；可能的；势的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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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though 4 [ðəu] adv.可是，虽然；不过；然而 conj.虽然；尽管 prep.但

84 two 4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85 wi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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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ahea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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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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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astronauts 3 ['æstrənɔː ts] n. 宇航员 名词astronaut的复数.

89 been 3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90 being 3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91 Carl 3 [kɑ:l] n.卡尔（男名）

92 cause 3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93 change 3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94 comes 3 ['kɔmis] v.来自；从…来（come的三单形式） n.伴引血管；伴星 n.(Comes)人名；(法)科姆；(德、西、意)科梅斯

95 economy 3 [i'kɔnəmi] n.经济；节约；理财 n.(Economy)人名；(英)伊科诺米

96 filament 3 ['filəmənt] n.灯丝；细丝；细线；单纤维

97 geomagnetic 3 [,dʒi(:)əumæg'netik] adj.地磁的；地磁气的

98 grid 3 [grid] n.网格；格子，栅格；输电网

99 inflation 3 [in'fleiʃən] n.膨胀；通货膨胀；夸张；自命不凡

100 its 3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01 ll 3 abbr.陆上通信线（LandLines）；下限（LowerLimit）；低电平（LowLevel）

102 majo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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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mas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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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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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me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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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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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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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orbital 3 ['ɔ:bitəl] adj.轨道的；眼窝的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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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predicting 3 [prɪ'dɪkt] v. 预言；预报；预知；预测

111 rate 3 [reit] n.比率，率；速度；价格；等级 vt.认为；估价；责骂 vi.责骂；被评价 n.(Rate)人名；(法、塞)拉特

112 relatively 3 ['relətivli] adv.相当地；相对地，比较地

113 righ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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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Scott 3 [skɔt] n.斯科特（男子名）

115 show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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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someth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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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Taylor 3 ['teilə] n.泰勒

118 thinks 3 [θɪŋk] v. 认为；想；记起；考虑 n. 想

119 tide 3 [taid] n.趋势，潮流；潮汐 vt.随潮漂流

120 tides 3 [taɪdz] n. 潮汐 名词tide的复数形式.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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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u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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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us 3 pron.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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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verdant 3 ['və:dənt] adj.青翠的；翠绿的；没有经验的；不老练的 n.(Verdant)人名；(法)韦尔当

125 wat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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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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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whi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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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why 3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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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York 3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131 actually 2 adv.实际上；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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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rplanes 2 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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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American 2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136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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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atmosphere 2 n.气氛；大气；空气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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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between 2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141 brea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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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business 2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143 called 2 [kɔː l] vt. 呼叫；打电话；把 ...称为 n. 打电话；访问；召唤；呼叫；把 ... 看作 vi. 呼叫；(短暂的)拜访

144 Canada 2 ['kænədə] n.加拿大（北美洲国家）

145 city 2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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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col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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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com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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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commercial 2 [kə'mə:ʃəl] adj.商业的；营利的；靠广告收入的 n.商业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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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competitors 2 [kəm'petɪtəz] 竞争对手

152 contracts 2 英 ['kɒntrækt] 美 ['kɑːntrækt] n. 合同；婚约；合约；契约 v. 缩小；订合同；缩短；感染（疾病）；招致

153 coronal 2 ['kɔ:rənəl, kə'rəunəl] adj.冠状的；日冕的；头颅的；花冠的；舌尖音的 n.冠；冠状物；花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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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currents 2 ['kʌrənts] n. 电流；气流 名词current的复数形式.

156 decades 2 n.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

157 defined 2 [dɪ'faɪnd] adj. 有定义的；明确的，确定的，清晰的；轮廓分明的 v. 规定；限定；定义；解释（动词define的过去式和
过去分词）

158 disrupting 2 [dɪs'rʌpt] vt. 干扰；打断；妨碍；使分裂；使破裂

159 doing 2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160 during 2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161 ejection 2 [i'dʒekʃən] n.喷出；排出物

162 et 2 [i:ti:] conj.（拉丁语）和（等于and）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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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vents 2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165 few 2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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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flares 2 [fleəs] n. 喇叭裤 名词flar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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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form 2 [fɔ:m] n.形式，形状；形态，外形；方式；表格 vt.构成，组成；排列，组织；产生，塑造 vi.形成，构成；排列 n.(Form)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169 future 2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170 generate 2 vt.使形成；发生；生殖；产生物理反应

171 giant 2 ['dʒaiənt] n.巨人；伟人；[动]巨大的动物 adj.巨大的；巨人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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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great 2 [greit] adj.伟大的，重大的；极好的，好的；主要的 n.大师；大人物；伟人们

174 green 2 [gri:n] adj.绿色的；青春的 n.绿色；青春 vt.使…变绿色 vi.变绿色 n.(Green)人名；(英、意)格林；(瑞典、芬)格伦

175 grids 2 [ɡ'rɪdz] 网格

176 growth 2 [grəuθ] n.增长；发展；生长；种植

177 harness 2 vt.治理；套；驾驭；披上甲胄；利用 n.马具；甲胄；挽具状带子；降落伞背带；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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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hitting 2 [hɪtɪŋ] n. 命中 动词hit的现在分词形式.

180 hours 2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181 include 2 [in'klu:d] vt.包含，包括

182 interest 2 ['intrist, 'intər-] n.兴趣，爱好；利息；趣味；同行 vt.使……感兴趣；引起……的关心；使……参与

183 jobs 2 [dʒɔbs] n.工作（job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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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known 2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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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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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makes 2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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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minutes 2 ['mɪnɪts] n. 分钟；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

191 ocean 2 ['əuʃən] n.海洋；大量；广阔 n.(Ocean)人名；(罗)奥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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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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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plasma 2 ['plæzmə] n.[等离子]等离子体；血浆；[矿物]深绿玉髓

195 powerful 2 ['pauəful] adj.强大的；强有力的 adv.很；非常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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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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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probably 2 ['prɔbəbli] adv.大概；或许；很可能

199 quickly 2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200 rachel 2 ['reitʃəl] n.雷切尔（女子名）

201 raise 2 [reiz] vt.提高；筹集；养育；升起 vi.上升 n.高地；上升；加薪 n.(Raise)人名；(英)雷兹

202 rates 2 [reɪt] n. 比率；速度；价格；费用；等级 v. 认为；估价；定等级；值得；怒斥；责骂

203 rotors 2 ['rəʊtəz] 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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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sca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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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scientists 2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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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se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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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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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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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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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start 2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212 system 2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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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think 2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215 those 2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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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too 2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218 turbine 2 ['tə:bain, -bin] n.[动力]涡轮；[动力]涡轮机

219 unemployment 2 [,ʌnim'plɔimənt] n.失业；失业率；失业人数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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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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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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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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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who 2 pron.谁；什么人

225 with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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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227 ab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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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access 1 ['ækses, 'æksəs, æk'ses] vt.使用；存取；接近 n.进入；使用权；通路

229 accommodate 1 [ə'kɔmədeit] vt.容纳；使适应；供应；调解 vi.适应；调解

230 accord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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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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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233 adds 1 abbr. 高级数据显示系统(=Advanced Data Displa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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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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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ago 1 [ə'gəu] adv.以前，以往 adj.以前的；过去的 n.(Ago)人名；(英、西、意、塞、瑞典)阿戈

237 Alaska 1 [ə'læskə] n.阿拉斯加州

238 algae 1 ['ælgə-dʒi:, 'ældʒi:] n.[植]藻类；[植]海藻

239 align 1 [ə'lain] vt.使结盟；使成一行；匹配 vi.排列；排成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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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ew 1 ['ændru:] n.安德鲁（男子名）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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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appeared 1 [ə'piəd] adj.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4 applications 1 [æplɪ'keɪʃəns] n. 申请书；应用程序 名词application的复数形式.

245 April 1 ['eiprəl] n.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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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arrives 1 [ə'raɪv] vi. 到达；到来；成功

248 Asia 1 ['eiʃə] n.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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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auroras 1 ['ɔː rɔː rəz] [ auroral ]的复数形式

251 avoid 1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252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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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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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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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below 1 [bi'ləu] adv.在下面，在较低处；在本页下面 prep.在…下面 n.(Below)人名；(英、德、芬、瑞典)贝洛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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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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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bits 1 ['bɪts] n. 齿片；位 名词bit的复数形式.

260 blackout 1 ['blækaut] n.灯火管制；灯火熄灭；暂时的意识丧失

261 blackouts 1 [b'lækaʊts] 大停电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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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borrow 1 ['bɔrəu] vi.借；借用；从其他语言中引入 vt.借；借用 n.(Borrow)人名；(英)博罗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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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boulder 1 ['bəuldə] n.卵石，大圆石；巨砾

266 brakes 1 [breɪk] n. 制动器；闸；刹车 v. 刹车

267 brothers 1 英 ['brʌðə(r)] 美 ['brʌðər] n. 兄弟；教友；同胞；<俚>老兄

268 bubbles 1 ['bʌbl] n. 气泡；泡影 v. 起泡；冒泡；充满...感情

269 building 1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270 built 1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271 buy 1 [bai] vt.购买；获得；贿赂 vi.买，采购 n.购买，买卖；所购的物品 n.(Buy)人名；(法)比伊

272 Canals 1 n.[水运]运河；隧道（canal的复数） v.在…开凿运河（canal的第三人称单数） n.(Canals)人名；(西、法)卡纳尔斯

273 captivity 1 [kæp'tivəti] n.囚禁；被关

274 capture 1 vt.俘获；夺得；捕捉，拍摄,录制 n.捕获；战利品，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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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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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centerpiece 1 ['sentəpi:s] n.中心装饰品；放在餐桌中央的摆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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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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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cephalopods 1 英 ['sefələpɒdz] 美 ['sefələ̩ pɒdz] n. 头足类动物 名词cephalopod的复数形式.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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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chameleon 1 [kə'mi:liən] n.变色龙；善变的人；轻浮的人

283 chances 1 英 [tʃɑːns] 美 [tʃæns] n. 可能性；机会；偶然性 v. 偶然发生；碰巧；冒 ... (的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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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chief 1 [tʃi:f] n.首领；酋长；主要部分 adj.首席的；主要的；主任的 adv.主要地；首要地

286 Christine 1 ['kristi:n] n.克莉丝汀（女子名）

287 classification 1 [/,klæsifi'keiʃən/] n.分类；类别，等级

288 classified 1 [/'klæsifaid] adj.分类的；类别的；机密的 n.分类广告 v.把…分类（classify的过去分词）

289 cleaning 1 ['kli:niŋ] n.清洗；清除；去污；大败 v.清洁（clean的ing形式）

290 climactic 1 [klai'mæktik] adj.高潮的；顶点的；渐层法的

291 close 1 [kləuz] adj.紧密的；亲密的；亲近的 vt.关；结束；使靠近 vi.关；结束；关闭 adv.紧密地 n.结束 n.(Close)人名；(西)克洛
塞；(英、法)克洛斯

292 cmes 1 abbr.Chinese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ociety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China Marine Engineering Society 中国海洋工程学会;
complementary GaAs metal-semiconductor field-effect transistor 砷化镓互补金属-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 common module ELINT
system 公用模块电子侦察系统

293 coast 1 [kəust] vi.滑行；沿岸航行 vt.沿…岸航行 n.海岸；滑坡 n.(Coast)人名；(英)科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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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colors 1 ['kɒlərz] n. 彩色 名词color的复数形式.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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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communication 1 n.通讯，[通信]通信；交流；信函

298 company 1 ['kʌmp(ə)ni] n.公司；陪伴，同伴；连队 vi.交往 vt.陪伴 n.(Company)人名；(西)孔帕尼；(英)康帕尼

299 confirm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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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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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connected 1 [kə'nektid] adj.[计]连接的；有联系的；连贯的 v.连接（connect的过去式）

301 Connecticut 1 n.美国康涅狄格州（位于美国东北部）

302 considerable 1 [kən'sidərəbl] adj.相当大的；重要的，值得考虑的

303 consists 1 [kən'sɪst] vi. 由 ... 组成；构成；在于；符合

304 constant 1 ['kɔnstənt] adj.不变的；恒定的；经常的 n.[数]常数；恒量 n.(Constant)人名；(德)康斯坦特

305 conversion 1 [kən'və:ʃən] n.转换；变换；[金融]兑换；改变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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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corporation 1 n.公司；法人（团体）；社团；市政当局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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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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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counting 1 ['kaʊntɪŋ] n. 计算

311 countries 1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312 couple 1 ['kʌpl] n.对；夫妇；数个 vi.结合；成婚 vt.结合；连接；连合 n.(Couple)人名；(法)库普勒

313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314 curre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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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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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damage 1 n.损害；损毁；赔偿金 vi.损害；损毁 vt.损害，毁坏

317 day 1 [dei] n.一天；时期；白昼 adv.每天；经常在白天地 adj.日间的；逐日的 n.(Day)人名；(英、法、西)戴；(越)岱；(阿拉伯、
土)达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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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zzle 1 ['dæzl] n.耀眼的光；灿烂 vt.使……目眩；使……眼花 vi.眼花缭乱；炫耀

320 decade 1 ['dekeid] n.十年，十年期；十

321 decline 1 [di'klain] n.下降；衰退；斜面 vi.下降；衰落；谢绝 vt.谢绝；婉拒

322 decreased 1 [dɪ'kriː s] v. 减少；减小；降低 n. 减少；降低

323 decreases 1 [dɪ'kriː s] v. 减少；减小；降低 n. 减少；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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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delivers 1 英 [dɪ'lɪvə(r)] 美 [dɪ'lɪvər] v. 递送；发表（演讲）；交付；解救；生（孩子）；接生；履行；投掷

326 depending 1 [dɪ'pendɪŋ] n. 依赖；信任；决定于 动词depend的现在分词形式.

327 describe 1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328 design 1 [di'zain] vt.设计；计划；构思 n.设计；图案 vi.设计

329 detection 1 [di'tekʃən] n.侦查，探测；发觉，发现；察觉

330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331 difference 1 n.差异；不同；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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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rections 1 [dɪ'rekʃnz] n. 用法说明；方向；指令 名词direction的复数形式.

334 disappear 1 [,disə'piə] vi.消失；失踪；不复存在 vt.使…不存在；使…消失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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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dollars 1 n. 美元（dollar的复数）

337 domestic 1 [dəu'mestik] adj.国内的；家庭的；驯养的；一心只管家务的 n.国货；佣人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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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doom 1 [du:m] n.厄运；死亡；判决；世界末日 vt.注定；判决；使失败 n.(Doom)人名；(泰)伦

340 driving 1 ['draiviŋ] adj.强劲的；推进的；精力旺盛的 n.驾驶；操纵 v.驾驶（drive的ing形式）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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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early 1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343 easier 1 [英 ['i:zɪə] 美 ['i:zɪr]] adj.更简单；容易些（easy的比较级形式）；较早的

344 east 1 [i:st] n.东方；东风；东方国家 adj.东方的；向东的；从东方来的 adv.向东方，在东方 n.(East)人名；(英)伊斯特

345 eaten 1 [英 [ˈi:tn] 美 [ˈitn] v.吃（eat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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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ebb 1 [eb] n.衰退；退潮；衰落 vi.衰退；减少；衰落；潮退

347 electric 1 [i'lektrik] adj.电的；电动的；发电的；导电的；令人震惊的 n.电；电气车辆；带电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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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Europe 1 ['juərəp] n.欧洲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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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everyone 1 ['evriwʌn] pron.每个人；人人 n.每个人

352 everywhere 1 ['evrihwεə] adv.到处 n.每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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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experiment 1 [ik'speriment, ek's-] vi.尝试；进行实验 n.实验，试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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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extension 1 [ik'stenʃən] n.延长；延期；扩大；伸展；电话分机

357 facility 1 [fə'siliti] n.设施；设备；容易；灵巧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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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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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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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fastest 1 ['fɑːstɪst] adj. 最快的 形容词fast的最高级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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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 fed 1 v.喂养（feed过去式） abbr.联邦储备局（theFederalReserveSystem）

364 Feder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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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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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fewer 1 ['fju:ə] adj.较少的 pron.较少数 int.较少数

367 Fields 1 n.域，字段；场设置（field复数形式） v.使上场（field的单三形式） n.(Fields)人名；(德、英、葡)菲尔茨

368 figment 1 ['figmənt] n.虚构的事；臆造的事物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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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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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 firmament 1 ['fə:məmənt] n.天空；苍天

372 flights 1 [flaɪt] n. 飞行；航班；镖尾；逃走，逃离，溃逃

373 floating 1 ['fləutiŋ] adj.流动的；漂浮的，浮动的 v.漂浮（float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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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 forecast 1 ['fɔ:kɑ:st] vt.预报，预测；预示 n.预测，预报；预想 vi.进行预报，作预测

376 foreseeable 1 ['fɔ:si:əbl] adj.可预知的；能预测的

377 forward 1 ['fɔ:wəd] adj.向前的；早的；迅速的 adv.向前地；向将来 vt.促进；转寄；运送 n.前锋 n.(Forward)人名；(英)福沃德

378 found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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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 fragment 1 n.碎片；片段或不完整部分 vt.使成碎片 vi.破碎或裂开

380 frame 1 [freim] n.框架；结构；[电影]画面 vt.设计；建造；陷害；使…适合 vi.有成功希望 adj.有木架的；有构架的 n.(Frame)人
名；(英)弗雷姆

381 fun 1 [fʌn] n.乐趣；玩笑；有趣的人或事 adj.供娱乐用的 vi.开玩笑

382 generates 1 ['dʒenəreɪt] vt. 产生；发生；引起

383 Germany 1 ['dʒə:məni] n.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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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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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 gigawatt 1 ['dʒigəwɔt] n.千兆瓦；十亿瓦特

387 gloom 1 n.昏暗；阴暗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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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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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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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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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ing)人名；(英)戈因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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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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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 gross 1 [grəus] adj.总共的；粗野的；恶劣的；显而易见的 vt.总共收入 n.总额，总数 n.(Gross)人名；(英、法、德、意、葡、西、
俄、芬、罗、捷、匈)格罗斯

394 groups 1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395 growing 1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396 grown 1 [grəun] adj.长大的；成年的；长满某物的 v.生长；变成；栽培（grow的过去分词）

397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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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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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harm 1 [hɑ:m] n.伤害；损害 vt.伤害；危害；损害 n.(Harm)人名；(德)哈尔姆

401 harmful 1 ['hɑ:mful] adj.有害的；能造成损害的

402 harvest 1 ['hɑ:vist] n.收获；产量；结果 vt.收割；得到 vi.收割庄稼

403 hawk 1 [hɔ:k] vt.兜售，沿街叫卖；捕捉；咳出 vi.清嗓；咳嗽；像鹰一般地袭击 n.鹰；鹰派成员；掠夺他人的人 n.(Hawk)人名；
(英)霍克；(西)奥克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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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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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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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 hope 1 [həup] n.希望；期望；信心 vt.希望；期望 vi.希望；期待；信赖 n.(Hope)人名；(印)霍普；(法)奥普；(西)奥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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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 hoping 1 ['həʊpɪŋ] n.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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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412 incentives 1 [ɪn'sentɪvz] n. 激励某人做某事的事物；诱因；激励（名词incentive的复数形式）

413 income 1 ['inkʌm] n.收入，收益；所得

414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415 institution 1 [,insti'tju:ʃən] n.制度；建立；（社会或宗教等）公共机构；习俗

416 international 1 n.国际组织；国际体育比赛；外国居留者；国际股票 adj.国际的；两国（或以上）国家的；超越国界的；国际
关系的；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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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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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 itself 1 [it'self] pron.它自己；它本身

420 japan 1 [dʒə'pæn] n.漆器；日本亮漆 vt.在…上涂漆

421 jet 1 [dʒet] n.喷射，喷嘴；喷气式飞机；黑玉 adj.墨黑的 vt.射出 vi.射出；[航]乘喷气式飞机

422 jobless 1 ['dʒɔblis] adj.失业的，无业的；（关于）失业者的 n.失业者

423 jumbo 1 ['dʒʌmbəu] adj.巨大的；特大的 n.庞然大物；巨型喷气式飞机；体大而笨拙的人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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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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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 kinds 1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427 kinetic 1 [ki'netik, kai-] adj.[力]运动的；活跃的

428 kitty 1 ['kiti:] n.小猫，猫咪

429 lab 1 [læb] n.实验室，研究室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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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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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 largely 1 ['lɑ:dʒli] adv.主要地；大部分；大量地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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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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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lasted 1 ['lɑːstɪd] adj. 持续的 动词la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435 lasting 1 ['lɑ:stiŋ, 'læstiŋ] adj.持久的；永恒的 n.[纺]厚实斜纹织物 v.持续；维持（last的ing形式）

436 lasts 1 英 [lɑːst] 美 [læst] v. 持续；维持 adj. 最近的；上一个的；末尾的；最后的 adv. 最后；最近一次 n. 最后来的人（或发生的
事）；鞋楦(做鞋的模型)

437 late 1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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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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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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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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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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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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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445 lift 1 [lift] vt.举起；提升；鼓舞；空运；抄袭 vi.消散；升起；耸立 n.电梯；举起；起重机；搭车

446 lifted 1 [lɪft] vt. 举起；运送；偷窃；升高；还清；取消 vi. 提升 n. 举起；提升；电梯；搭便车；帮助；载货量；扒窃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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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449 linger 1 ['liŋgə] vi.徘徊；苟延残喘；磨蹭 vt.消磨；缓慢度过 n.(Linger)人名；(德、捷、瑞典)林格；(法)兰热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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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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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 lot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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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 love 1 [lʌv] n.恋爱；亲爱的；酷爱；喜爱的事物 vt.喜欢；热爱；爱慕 vi.爱 n.(Love)人名；(英)洛夫

454 low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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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 lucky 1 ['lʌki] adj.幸运的；侥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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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 magnetosphere 1 n.磁气圈；磁层

458 maintaining 1 [meɪn'teɪnɪŋ] adj. 维护保养的 v. 保持，保养，坚持（动词maintain的现在分词）

459 manufacturing 1 [,mænju'fæktʃəriŋ] adj.制造的；制造业的 n.制造业；工业 v.制造；生产（manufacture的ing形式）

460 mar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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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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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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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 megawatts 1 n.兆瓦，百万瓦特（电能计量单位）( megawatt的名词复数 )

464 mercy 1 ['mə:si] n.仁慈，宽容；怜悯；幸运；善行 n.(Mercy)人名；(英)默西，默茜(女名)；(法)梅西

465 mild 1 [maild] adj.温和的；轻微的；淡味的；文雅的；不含有害物质的的 n.（英国的一种）淡味麦芽啤酒 n.(Mild)人名；(瑞典)
米尔德；(德、捷、芬)米尔德

466 Miles 1 [mailz] n.迈尔斯（男子名）

467 minor 1 adj.未成年的；次要的；较小的；小调的；二流的 n.未成年人；小调；辅修科目 vi.辅修 n.(Minor)人名；(英)迈纳；
(德、法、波、俄)米诺尔

468 missions 1 ['mɪʃn] n. 使命；代表团；任务；布道

469 modern 1 ['mɔdən] adj.现代的，近代的；时髦的 n.现代人；有思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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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 monitors 1 英 ['mɒnɪtə(r)] 美 ['mɑːnɪtər] v. 监视；监督；监听 n. 班长；监视器；监听员；[计算机]显示器

472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473 mo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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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 motions 1 英 ['məʊʃn] 美 ['moʊʃn] n. 移动；动作；打手势；示意；提议；大便 v. 示意；运动；向 ... 打手势

475 moving 1 ['mu:viŋ] adj.移动的；动人的；活动的 v.移动（mov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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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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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 nasa 1 ['næsə; 'nei-] abbr.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 n.(Nasa)人名；(塞)纳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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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 national 1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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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482 necessarily 1 ['nesəsərəli, ,nesə'serəli] adv.必要地；必定地，必然地

483 needs 1 [ni:dz] adv.（只与must连用）必须地 n.需要（need的复数） v.需要；必须；缺少（need的三单形式）

484 negative 1 ['negətiv] adj.[数]负的；消极的；否定的；阴性的 n.否定；负数；[摄]底片 vt.否定；拒绝

485 network 1 ['netwə:k] n.网络；广播网；网状物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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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7 noaa 1 ['nəuə] abbr.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NationalOceanicandAtmosphericAdministration）

488 none 1 [nʌn] pron.没有人；一个也没有；没有任何东西 adj.没有的，一点没有的 adv.决不，一点也不 n.(None)人名；(葡、罗)诺
内；(日)野根(姓)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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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 north 1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491 noticed 1 ['nəʊtɪst] v. 注意，通知，留意（动词noti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92 ns 1 abbr.毫微秒（nanosecond）；未规定（notspec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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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 observed 1 [əb'zɜːvd] adj. 被观察的，被观测的 v. 观察，观测（动词observe的过去式,动词observe的过去分词）

495 occurred 1 [ə'kɜːd] adj. 发生的 动词occu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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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7 operates 1 英 ['ɒpəreɪt] 美 ['ɑːpəreɪt] v. 操作；运转；经营；动手术

498 operating 1 ['ɔpəreitiŋ] adj.操作的；[外科]外科手术的 v.操作（operate的ing形式）；动手术

499 organization 1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500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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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pace 1 n.一步；步速；步伐；速度 vi.踱步；缓慢而行 vt.踱步于；用步测 n.(Pace)人名；(捷)帕采；(英)佩斯；(法)帕斯；(罗)帕
切

503 palate 1 ['pælit] n.味觉；上颚；趣味

504 particles 1 ['paː tɪklz] n. 碎木料 名词particle的复数形式.

505 peaked 1 [pi:kt] adj.尖的；消瘦的；有遮檐的 v.到达高点，消瘦，竖起（pea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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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 percentage 1 [pə'sentidʒ] n.百分比；百分率，百分数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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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 perspective 1 [pə'spektiv] n.观点；远景；透视图 adj.透视的

510 phase 1 n.月相 n.（月亮的）盈亏 n.时期

511 pivot 1 ['pivət] n.枢轴；中心点；旋转运动 vt.以…为中心旋转；把…置于枢轴上 vi.在枢轴上转动；随…转移 adj.枢轴的；关键的
n.(Pivot)人名；(德)皮福特；(法)皮沃

512 plankton 1 ['plæŋktən] n.浮游生物（总称）

513 platform 1 ['plætfɔ:m] n.平台；月台，站台；坛；讲台

514 play 1 [plei] vt.游戏；扮演；演奏；播放；同…比赛 vi.演奏；玩耍；上演；参加比赛 n.游戏；比赛；剧本 n.(Play)人名；(法、瑞
典)普莱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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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 potentially 1 [pə'tenʃəli] adv.可能地，潜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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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 predict 1 [pri'dikt] vt.预报，预言；预知 vi.作出预言；作预料，作预报

519 predicted 1 [prɪ'dɪkt] v. 预言；预报；预知；预测

520 prediction 1 [pri'dikʃən] n.预报；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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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premium 1 n.额外费用；奖金；保险费;(商)溢价 adj.高价的；优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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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 producing 1 [prə'djuːsɪŋ] n. 生产 动词p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

524 product 1 ['prɔdəkt, -ʌkt] n.产品；结果；[数]乘积；作品

525 production 1 [prəu'dʌkʃən] n.成果；产品；生产；作品

526 projects 1 [p'rədʒekts] [ projected ]的第三人称单数

527 protect 1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528 publication 1 [,pʌbli'keiʃən] n.出版；出版物；发表

529 puns 1 [pʌn] n. 双关语 vt. 说双关语

530 p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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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 quarters 1 ['kwɔtə(r)z] n.住处；四分之一（quarter的复数）；营房 v.把…四等分；供…住宿（quarter的三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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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 radar 1 ['reidə] n.[雷达]雷达，无线电探测器 n.(Radar)人名；(塞)拉达尔

534 radiation 1 n.辐射；放射物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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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 rd 1 abbr. (DOS命令) 删除空的子目录(=remove directory) abbr. 注册营养师(=Registered Dietitian) abbr. 乡村投递（=rural delivery）

537 really 1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538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539 reduce 1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540 regardless 1 adj.不管的；不顾的；不注意的 adv.不顾后果地；不管怎样，无论如何；不惜费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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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 relies 1 [rɪ'laɪ] vi. 依靠；信任

543 remained 1 [rɪ'meɪn] v. 剩余；逗留；留下；依然；保持 n. 剩余物；遗迹；残骸

544 renewable 1 [ri'nju:əbl] adj.可再生的；可更新的；可继续的 n.再生性能源

545 repairs 1 [rɪ'peəz] n. 修理工作 名词repair的复数形式.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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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 reserve 1 n.储备，储存；自然保护区；预备队；缄默；[金融]储备金 vt.储备；保留；预约 vi.预订 n.(Reserve)人名；(法)勒塞尔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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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 rich 1 adj.富有的；肥沃的；昂贵的 adj.油腻的，含有很多脂肪 n.(Rich)人名；(丹)里克；(捷)里赫；(英、西)里奇；(葡、法)里什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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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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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 Rivers 1 ['rivə:s] n.里弗斯（人名）；河流州（尼日利亚州名）；河水钻

553 role 1 [rəul] n.角色；任务 n.(Role)人名；(意、塞、赤几)罗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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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 roo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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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 Roosevelt 1 ['rəuzəvelt] n.罗斯福（姓氏，美国第26任总统）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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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 safe 1 [seif] adj.安全的；可靠的；平安的 n.保险箱；冷藏室；纱橱 n.(Safe)人名；(几)萨菲

559 said 1 adj.上述的，该 v.说（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aid)人名；(西、塞、哈萨克、乌兹、吉尔、塔吉、土库、阿塞、阿
拉伯)赛义德

560 sake 1 [seik] n.目的；利益；理由；日本米酒 n.(Sake)人名；(罗)萨克；(日)酒(姓)

561 sales 1 [seilz] adj.销售的，售货的；有关销售的 n.销售（sale的复数）；销售额 n.(Sales)人名；(意、西、葡)萨莱斯；(法)萨勒；
(英)塞尔斯

562 sand 1 [sænd] n.沙；沙地；沙洲；沙滩；沙子 vt.撒沙于；以沙掩盖；用砂纸等擦平或磨光某物；使撒沙似地布满；给…掺沙子
vi.被沙堵塞 n.(Sand)人名；(英、德、意、芬、罗、捷、挪)桑德；(瑞典)桑德；(法)桑

563 scary 1 adj.（事物）可怕的；恐怖的；吓人的；（人）提心吊胆的；引起惊慌的；胆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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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school 1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565 Scotland 1 ['skɔtlənd] n.苏格兰

566 sea 1 [si:] n.海；海洋；许多；大量

567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568 se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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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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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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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 severe 1 [si'viə] adj.严峻的；严厉的；剧烈的；苛刻的

572 shielded 1 ['ʃiː ldɪd] adj. 有屏蔽的 动词shiel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73 shielding 1 ['ʃi:ldiŋ] n.[电子]屏蔽；防护 adj.屏蔽的；防护的 v.保护（shield的ing形式）

574 shields 1 n.盾（shield的名词复数）；护罩；盾形奖牌；保护人 vt.掩护（shield的第三人称单数）；庇护；给…加防护罩 n.
（英）希尔兹（人名）

575 shorelines 1 n.海[湖]滨线，海[湖]岸线( shoreline的名词复数 )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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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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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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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 shrinks 1 [ʃrɪŋk] vi. 收缩；退缩；萎缩；畏惧，害怕 vt. 使收缩 n. 收缩；萎缩 n. 精神科医生

580 side 1 [said] n.方面；侧面；旁边 vi.支持；赞助；偏袒 adj.旁的，侧的 vt.同意，支持 n.(Side)人名；(英)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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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 sit 1 [sit] vi.坐；位于 vt.使就座 n.(Si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硕；(罗)西特

583 size 1 [saiz] n.大小；尺寸 adj.一定尺寸的 vt.依大小排列 vi.可比拟

584 slam 1 [slæm] vt.砰地关上；猛力抨击 vi.砰地关上；猛力抨击 n.猛击；砰然声 n.(Slam)人名；(阿拉伯)萨拉姆；(罗)斯拉姆

585 slip 1 [slip] vi.滑动；滑倒；犯错；失足；减退 vt.使滑动；滑过；摆脱；塞入；闪开 n.滑，滑倒；片，纸片；错误；下跌；事故
adj.滑动的；有活结的；活络的 abbr.串行线路接口协议，是旧式的协议（SerialLineInterfaceProtocol） n.(Slip)人名；(芬)斯利
普

586 sounds 1 ['saʊndz] n. 声音，响声（名词sound的复数形式） v. 听起来；感觉起来；发出声音；发音（动词sound的第三人称单数
形式）

587 spectacular 1 [spek'tækjulə] adj.壮观的，惊人的；公开展示的

588 speed 1 [spi:d] vi.超速，加速；加速，迅速前行；兴隆 n.速度，速率；迅速，快速；昌盛，繁荣 vt.加快…的速度；使成功，使
繁荣 n.(Speed)人名；(英)斯皮德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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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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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1 staples 1 ['steɪpl] n. U形(订书)钉；主要产物(要素)；原料(地) adj. 主要的；重要的 vt. 用订书机装订

592 Stat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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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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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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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 strait 1 [streit] adj.狭窄的；苦恼的 n.海峡；困境 n.(Strait)人名；(英)斯特雷特

596 streaming 1 ['stri:miŋ] n.流；（英）按能力分组 v.流动（stream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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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8 subsidize 1 ['sʌbsidaiz] vt.资助；给与奖助金；向…行贿

599 succeed 1 [sək'si:d] vi.成功；继承；继任；兴旺 vt.继承；接替；继…之后

600 support 1 [sə'pɔ:t] vt.支持，支撑，支援；扶持，帮助；赡养，供养 n.支持，维持；支援，供养；支持者，支撑物

601 supports 1 [sə'pɔː ts] n. 支持

602 sure 1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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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4 sustained 1 英 [səs'teɪnd] 美 [sə'steɪnd] adj. 持久的；经久不衰的 动词sust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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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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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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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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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 tank 1 [tæŋk] n.坦克；水槽；池塘 vt.把…贮放在柜内；打败 vi.乘坦克行进 n.(Tank)人名；(德、土、阿塞、土库、挪)汤克

609 tasteful 1 ['teistful] adj.雅观的；有鉴赏力的；趣味高雅的；有滋味的

610 taxpayer 1 ['tæks,peiə] n.纳税人；所收租金只够支付地产税的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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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 test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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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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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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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 thread 1 [θred] n.线；螺纹；思路；衣服；线状物；玻璃纤维；路线 vt.穿过；穿线于；使交织 vi.通过；穿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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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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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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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 tool 1 [tu:l] n.工具，用具；器械，机床；手段 vi.使用工具；用机床装备工厂 vt.用工具给……加工

623 totally 1 ['təutəli] adv.完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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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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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 tremendous 1 adj.极大的，巨大的；惊人的；极好的

627 trey 1 [trei] n.三点的牌；刻有三点的一面

628 tri 1 [trai] abbr.产业研究所（TopologyResearchInstitute）；技术报告说明书（TechnicalReportInstruction）

629 trivia 1 ['triviə] n.琐事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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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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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 trying 1 ['traiiŋ] adj.难受的；难堪的；费劲的；令人厌烦的 v.尝试（try的ing形式）；试验

633 tubular 1 ['tju:bjulə] adj.管状的

634 turbines 1 ['tɜːbaɪnz] 涡轮

635 typically 1 ['tipikəli] adv.代表性地；作为特色地

636 uncertainty 1 [,ʌn'sə:tənti] n.不确定，不可靠

637 unit 1 ['ju:nit] n.单位，单元；装置；[军]部队；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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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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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 untapped 1 [ʌn'tæpt] adj.未开发的；未使用的；塞子未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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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643 vastly 1 ['va:stli] adv.极大地；广大地；深远地

644 ve 1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645 vital 1 ['vaitəl] adj.至关重要的；生死攸关的；有活力的 n.(Vital)人名；(法、德、意、俄、葡)维塔尔；(西)比塔尔

646 warning 1 ['wɔ:niŋ] n.警告；预兆；预告 adj.警告的；引以为戒的 v.警告（warn的ing形式） n.(Warning)人名；(德)瓦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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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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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 weakest 1 [wiː kɪst] adj. 最弱的 形容词weak的最高级形式.

651 Wednesday 1 ['wenzdi; -dei] n.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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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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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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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 Westport 1 n.韦斯特波特（美国康州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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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 wide 1 [waid] adj.广泛的；宽的，广阔的；张大的；远离目标的 adv.广泛地；广阔地；充分地 n.大千世界 n.(Wide)人名；(瑞典、
芬)维德

657 wild 1 [waild] adj.野生的；野蛮的；狂热的；荒凉的 n.荒野 adv.疯狂地；胡乱地 n.(Wild)人名；(英)怀尔德；(法、德、葡、捷、
匈)维尔德

658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59 word 1 [wə:d] n.[语]单词；话语；消息；诺言；命令 vt.用言辞表达 n.(Word)人名；(英)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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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1 working 1 ['wə:kiŋ] adj.工作的；操作的；可行的 n.工作；活动；制作；操纵 v.工作；影响；受雇用（work的ing形式） n.
(Working)人名；(英)沃金

662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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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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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 wright 1 [rait] n.制作者；工人

666 yes 1 [jes] adv.是,是的 n.是（表示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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