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nn10 2022-04-13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10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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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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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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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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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is 2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7 of 2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8 i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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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ce 20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10 O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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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14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2 for 1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3 as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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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moo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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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this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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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was 1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7 ha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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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ove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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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bu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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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on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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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they 9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2 car 8 [kɑ:] n.汽车；车厢 n.(Car)人名；(土)贾尔；(法、西)卡尔；(塞)察尔

23 firs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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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mission 8 ['miʃən] n.使命，任务；代表团；布道 vt.派遣；向……传教

25 police 8 [pə'li:s] n.警察，警方；治安 vt.监督；管辖；维持治安；为…配备警察 adj.警察的；有关警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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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lso 7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28 an 7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9 back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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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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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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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rtemis 6 ['ɑ:timis] n.阿耳特弥斯（月亮与狩猎的女神）

33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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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be 6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5 countr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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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driverless 6 无人驾驶的

37 if 6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38 inflation 6 [in'fleiʃən] n.膨胀；通货膨胀；夸张；自命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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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moos 6 [mu ]ː v. 牛哞哞叫 n. 牛鸣声

40 off 6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41 percent 6 [pə'sent] n.百分比，百分率；部分；百分数 adj.百分之…的 adv.以百分之…地

42 says 6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43 then 6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44 unidentified 6 adj.未经确认的；未辨别出的，身份不明的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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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after 5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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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china 5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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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mal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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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march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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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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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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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year 5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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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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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could 4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58 crew 4 [kru:] n.队，组；全体人员，全体船员 vi.一起工作 vt.使当船员 n.(Crew)人名；(英、西)克鲁

59 end 4 [end] n.结束；目标；尽头；末端；死亡 vi.结束，终止；终结 vt.结束，终止；终结 n.(End)人名；(英、德)恩德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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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higher 4 ['haiə(r)] adj.更高的，较高的（high的比较级）

62 launch 4 [lɔ:ntʃ, lɑ:ntʃ] vt.发射（导弹、火箭等）；发起，发动；使…下水 vi.开始；下水；起飞 n.发射；发行，投放市场；下水；
汽艇

63 may 4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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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nasa 4 ['næsə; 'nei-] abbr.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 n.(Nasa)人名；(塞)纳莎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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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program 4 ['prəugræm, -grəm] n.程序；计划；大纲 vt.用程序指令；为…制订计划；为…安排节目 vi.编程序；安排节目；设计电脑
程式

68 Russia 4 ['rʌʃə] n.俄罗斯

69 sa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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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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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station 4 n.车站；驻地；地位；身份 vt.配置；安置；驻扎

72 sto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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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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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united 4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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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whe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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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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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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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a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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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Carl 3 [kɑ:l] n.卡尔（男名）

81 dollars 3 n. 美元（dollar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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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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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art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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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conomists 3 [ɪ'kɒnəmɪsts] 经济理论界

85 eight 3 [eit] num.八；八个；第八 adj.八的 n.八字形

86 get 3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87 had 3 v.有；吃；得到（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ux.已经（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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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internationa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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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luna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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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Mars 3 [mɑ:z] n.战神；[天]火星

92 n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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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officer 3 ['ɔfisə, 'ɔ:-] n.军官，警官；公务员，政府官员；船长 vt.指挥 n.(Officer)人名；(英)奥菲瑟

94 o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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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our 3 ['auə, ɑ:] pron.我们的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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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people 3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98 pri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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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race 3 n.属，种；种族，人种；家庭，门第；赛事，赛跑 vt.使参加比赛；和…竞赛；使急走，使全速行进 vi.比速度，参加竞
赛；全速行进 n.(Race)人名；(英)雷斯；(塞)拉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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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rate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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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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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rocket 3 ['rɔkit] vi.飞驰，飞快地移动；迅速增加 n.火箭 vt.用火箭运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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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security 3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106 Soares 3 n.(Soares)人名；(英)索尔斯；(葡)苏亚雷斯

107 soon 3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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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still 3 [stil] adv.仍然；更；静止地 adj.静止的，不动的；寂静的，平静的；不起泡的 n.寂静；剧照；蒸馏室 conj.仍然；但是；尽
管如此 vt.蒸馏；使…静止；使…平静下来 vi.静止；平静；蒸馏 n.(Still)人名；(英、芬、瑞典)斯蒂尔；(德)施蒂尔

110 ta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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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th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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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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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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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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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vide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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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voice 3 [vɔis] n.声音；嗓音；发言权；愿望 vt.表达；吐露

117 w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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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who 3 pron.谁；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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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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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ambitions 2 [æm'biʃənz] n. 野心；雄心；抱负（ambition的复数形式）；理想

122 ambitious 2 [æm'biʃəs] adj.野心勃勃的；有雄心的；热望的；炫耀的

123 americans 2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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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anot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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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astronauts 2 ['æstrənɔː ts] n. 宇航员 名词astronaut的复数.

126 autonomous 2 [ɔ:'tɔnəməs] adj.自治的；自主的；自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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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beyo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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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billion 2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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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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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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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company 2 ['kʌmp(ə)ni] n.公司；陪伴，同伴；连队 vi.交往 vt.陪伴 n.(Company)人名；(西)孔帕尼；(英)康帕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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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date 2 [deit] n.日期；约会；年代；枣椰子 vi.过时；注明日期；始于（某一历史时期） vt.确定…年代；和…约会 n.(Date)人名；
(日)伊达(姓)；(英)戴特

136 decades 2 n.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

137 December 2 [di'sembə] n.十二月

138 delays 2 [dɪ'leɪ] v. 耽搁；推迟；延误 n. 耽搁；延期；推迟

139 did 2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40 do 2 n.要求；规定；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做；干；学习；研究；进行；完成；解答；整理；算出；引起；行过 aux.助动词
（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代替动词）；（用于加强语气） vi.行，足够；生长 n.（英）多（人名Dorothea和Dorothy的昵
称） n.（口语）事件；（主英国口语）诈骗；（主英国、新西兰口语）宴会；（口语）必须做到的事情

141 et 2 [i:ti:] conj.（拉丁语）和（等于and）

142 explore 2 [ik'splɔ:] vt.探索；探测；探险 vi.探索；探测；探险

143 far 2 [fɑ:] adv.很；遥远地；久远地；到很远的距离；到很深的程度 adj.远的；久远的 n.远方 n.(Far)人名；(德、西、塞)法尔

144 form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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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Francisco 2 [fræn'siskəu] n.弗朗西斯科（男子名，等于Francis）

146 gas 2 [gæs] n.气体；[矿业]瓦斯；汽油；毒气 vt.加油；毒（死） vi.加油；放出气体；空谈 n.(Gas)人名；(法、德、西)加斯

147 goddess 2 ['gɔdis] n.女神，受崇拜的女性

148 go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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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gotten 2 ['gɔtən] v.得到；达到（get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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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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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haven 2 ['heivən] n.港口；避难所，安息所 vt.为……提供避难处；安置……于港中 n.(Haven)人名；(英)黑文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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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highest 2 ['haiist] adj.最高的

155 increased 2 [ɪn'kriː 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6 increases 2 [ɪn'kriː s] v. 增加；提高 n. 增加；增强；提高

157 India 2 ['indiə] n.印度（南亚国家）

158 insi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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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involved 2 [in'vɔlvd] adj.有关的；卷入的；复杂的 v.涉及；使参与；包含（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0 isa 2 ['aɪsə] abbr. 工业标准结构(=Industry Standard Architecture) abbr. 美国仪器学会(=Instrument Society of America) abbr. 国际标准
协会(=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ssociation)

161 ju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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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last 2 [lɑ:st, læst] n.末尾，最后；上个；鞋楦（做鞋的模型） adj.最后的；最近的，最新的；仅剩的；最不可能…的 vi.持续；维
持，够用；持久 vt.度过，拖过；使维持 adv.最后地；上次，最近；最后一点 n.(Last)人名；(英、德、葡、罗、瑞典)拉斯特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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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led 2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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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ll 2 abbr.陆上通信线（LandLines）；下限（LowerLimit）；低电平（Low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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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mu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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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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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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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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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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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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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pasta 2 ['pɑ:stɑ:, 'pæs-] n.意大利面食；面团 n.(Pasta)人名；(英、意)帕斯塔

175 perio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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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planned 2 [plænd] adj.有计划的；根据计划的 v.打算（plan的过去分词）；设计

177 pulled 2 ['pʊld] adj. 牵引的 v. 拉；拖；牵；拔（动词pu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78 retur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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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ride 2 vi.骑马；乘车；依靠；漂浮 vt.骑；乘；控制；（骑马、自行车等）穿越；搭乘；飘浮 n.骑；乘坐；交通工具；可供骑行
的路；（乘坐汽车等的）旅行；乘骑；（乘车或骑车的）短途旅程；供乘骑的游乐设施 n.（英）赖德（人名）；（法、
葡）里德（人名）

180 rigatoni 2 [,rigə'təuni] n.肋状通心粉

181 rises 2 [raɪz] vi. 上升；升起；增加；起床；反抗；复活 n. 上升；增加；斜坡；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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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San 2 [sa:n] abbr.存储区域网（StorageAreaNetworking） n.(San)人名；(泰)讪；(俄、罗、刚)萨恩；(土、柬)桑；(缅)山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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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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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series 2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187 service 2 ['sə:vis] n.服务，服侍；服役；仪式 adj.服务性的；耐用的；服现役的 vt.维修，检修；保养 n.(Service)人名；(英)瑟维斯

188 se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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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shooting 2 ['ʃu:tiŋ] n.射击；打猎；摄影；射门 v.射击（shoot的ing形式）

190 sho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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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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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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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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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started 2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5 step 2 [step] n.步，脚步；步骤；步伐；梯级 vi.踏，踩；走 vt.走，迈步

196 surf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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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tanks 2 [tæks] n. 坦克 名词tank的复数形式.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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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things 2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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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through 2 [θru:] prep.通过；穿过；凭借 adv.彻底；从头至尾 adj.直达的；过境的；完结的

202 ticket 2 ['tikit] n.票；入场券，标签；（美）候选人名单；证明书；交通罚款单 vt.加标签于；指派；对…开出交通违规罚单

203 traffic 2 ['træfik] n.交通；运输；贸易；[通信]通信量 vt.用…作交换；在…通行 vi.交易，买卖

204 transit 2 ['trænsit, -zit, 'trɑ:n-] n.运输；经过 vt.运送 vi.经过

205 trying 2 ['traiiŋ] adj.难受的；难堪的；费劲的；令人厌烦的 v.尝试（try的ing形式）；试验

206 Tuesday 2 ['tju:zdi; -dei] n.星期二

207 valve 2 [vælv] n.阀；[解剖]瓣膜；真空管；活门 vt.装阀于；以活门调节 n.(Valve)人名；(俄、芬)瓦尔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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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vehic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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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well 2 [wel] adv.很好地；充分地；满意地；适当地 adj.良好的；健康的；适宜的 n.井；源泉 v.涌出 n.(Well)人名；(英、德、荷)
韦尔

210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211 winter 2 ['wintə] n.冬季；年岁；萧条期 vi.过冬 adj.冬天的；越冬的 n.(Winter)人名；(英、德、匈、罗、捷、西、芬、瑞典、法)
温特

212 work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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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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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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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York 2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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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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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acknowledged 1 [ək'nɔlidʒd] adj.公认的；被普遍认可的 v.承认；确认（acknowled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答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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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advanced 1 [əd'vɑ:nst, -'vænst] adj.先进的；高级的；晚期的；年老的 v.前进；增加；上涨（adva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21 advancement 1 [əd'vɑ:nsmənt, əd'væns-] n.前进，进步；提升

222 advancements 1 n. 进步；进展（advancement的复数形式）；升任

223 afternoon 1 [,ɑ:ftə:'nu:n, ,æf-, 'ɑ:ftə'nu:n, 'æf-] n.午后，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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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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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aim 1 vt.目的在于；引导；把…对准 vi.打算；对准目标；瞄准 n.目的；目标；对准

227 aims 1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228 ain 1 [æn] adj.（苏格兰）自己的 n.艾因河；一种压缩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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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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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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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Apollo 1 [ə'pɔləu] n.阿波罗（太阳神）；美男子

234 appears 1 英 [ə'pɪə(r)] 美 [ə'pɪr] vi. 出现；出版；显得；好像；登场

235 April 1 ['eiprəl] n.四月

236 Arab 1 ['ærəb] adj.阿拉伯的 n.阿拉伯人；阿拉伯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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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assembly 1 n.装配；集会，集合 n.汇编，编译

239 asteroid 1 ['æstərɔid] n.[天]小行星；[无脊椎]海盘车；小游星 adj.星状的

240 asteroids 1 ['æstərɔɪdz] n. [天]小行星（在火星与木星之间）；[动]海星 名词asteroid的复数形式.

241 Athena 1 [ə'θi:nə] n.雅典娜（智慧与技艺的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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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automatic 1 [,ɔ:tə'mætik] adj.自动的；无意识的；必然的 n.自动机械；自动手枪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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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246 becoming 1 [bi'kʌmiŋ] adj.合适的，适当的 n.（变化过程的）形成，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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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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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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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Belarus 1 n.白罗斯（白罗斯共和国，欧洲国家）

251 believe 1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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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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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blame 1 ['bleim] vt.责备；归咎于 n.责备；责任；过失

255 both 1 [bəuθ] adj.两个的；两者的 adv.并；又；两者皆 pron.双方都；两者都 conj.既…且… n.(Both)人名；(德、罗、捷、南非、
匈)博特

256 bought 1 [bɔ:t] v.买（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7 breaks 1 [b'reɪks] n. 断裂 名词break的复数形式.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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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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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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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bumpy 1 ['bʌmpi] adj.颠簸的；崎岖不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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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264 c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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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canister 1 ['kænistə] n.筒；（放咖啡，茶叶，烟等的）小罐；防毒面具的滤毒罐

266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267 care 1 [kεə] n.关怀；照料；谨慎；忧虑 vi.照顾；关心；喜爱；顾虑 vt.在意；希望或喜欢 n.(Care)人名；(英)凯尔；(塞)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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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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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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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century 1 ['sentʃuri] n.世纪，百年；（板球）一百分

272 challenge 1 n.挑战；怀疑 vt.向…挑战；对…质疑

273 challenged 1 ['tʃælindʒid] adj.受到挑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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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changed 1 [tʃeɪndʒd] adj.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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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chaos 1 n.混沌，混乱 n.(Chaos)人名；(西)查奥斯

278 charity 1 ['tʃærəti] n.慈善；施舍；慈善团体；宽容；施舍物

279 check 1 vt.检查，核对；制止，抑制；在…上打勾 vi.核实，查核；中止；打勾；[象棋]将一军 n.<美>支票；制止，抑制；检
验，核对 n.（英）切克（人名）

280 chevy 1 ['tʃevi] 雪佛兰（Chevrolet） n.(Chevy)人名；(法)舍维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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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cinema 1 ['sinəmə] n.电影；电影院；电影业，电影制作术 n.(Cinema)人名；(意)奇内马

283 climb 1 [klaim] vi.爬；攀登；上升 vt.爬；攀登；上升 n.爬；攀登

284 climbing 1 ['klaimiŋ] adj.上升的；攀缘而登的 n.攀登 v.爬（climb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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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collaboration 1 [kə,læbə'reiʃən] n.合作；勾结；通敌

287 collaborative 1 [kə'læbərətiv] adj.合作的，协作的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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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com 1 abbr.组件对象模型（ComponentObjectModel）；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Computer-OutputMicrofilm）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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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commercializing 1 英 [kə'mɜ ʃːəlaɪz] 美 [kə'mɜ rːʃlaɪz] v. 使商业化 =commercialise(英).

292 commonly 1 ['kɔmənli] adv.一般地；通常地；普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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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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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consumer 1 [kən'sju:mə] n.消费者；用户，顾客

296 contact 1 n.接触，联系 vt.使接触，联系 vi.使接触，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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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 contests 1 英 ['kɒntest] 美 ['kɑːntest] n. 竞赛；比赛 vt. 驳斥；争取 vi. 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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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control 1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300 cooked 1 [kukt] adj.煮熟的 v.煮（cook的过去式、过去分词形式）

301 cooperation 1 [kəu,ɔpə'reiʃən] n.合作，协作；[劳经]协力

302 cop 1 [kɔp] vt.抓住 n.巡警，警官 n.(Cop)人名；(塞、捷)措普；(土)焦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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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cosmological 1 [,kɔzmə'lɔdʒikəl] adj.宇宙论的；宇宙哲学的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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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countdown 1 ['kaunt,daun] n.倒数计秒

307 covid 1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308 crewed 1 [kru ]ː n. 全体船员；全体乘务员；(一组)工作人员；划艇队员 v. 当船员；当机务人员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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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cruise 1 [kru:z] vi.巡航，巡游；漫游 vt.巡航，巡游；漫游 n.巡航，巡游；乘船游览 n.(Cruise)人名；(德)克鲁伊泽；(英)克鲁斯

311 cruises 1 [kruːz] n. 巡航；漫游； 游艇 v. 慢速行驶；乘船游览；游弋；巡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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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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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decide 1 [di'said] vt.决定；解决；判决 vi.决定，下决心

315 desert 1 ['dezət] vt.遗弃；放弃；逃跑 vi.遗弃；开小差；逃掉 n.沙漠；荒原；应得的赏罚 adj.沙漠的；荒凉的；不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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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Diana 1 [dai'ænə] n.黛安娜（女子名，罗马神话中之处女性守护神）；月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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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dominance 1 ['dɔminəns,-nənsi] n.优势；统治；支配

320 done 1 adj.已完成的；做好了的；煮熟的；合乎礼仪的；合乎规矩 int.表示接受建议 v.做（do的过去分词） n.（西、罗）多内
（人名）；（英）多恩（人名）

321 door 1 [dɔ:] n.门；家，户；门口；通道 n.(Door)人名；(英)多尔

322 draining 1 ['dreɪnɪŋ] n. 排水；泄水 动词drain的现在分词形式.

323 dramatically 1 adv.戏剧地；引人注目地 adv.显著地，剧烈地

324 dress 1 [dres] vt.给…穿衣 vi.穿衣 n.连衣裙；女装 n.(Dress)人名；(法、德、西)德雷斯

325 drive 1 [draiv] vi.开车；猛击；飞跑 vt.推动，发动（机器等）；驾驶（马车，汽车等）；驱赶 n.驱动器；驾车；[心理]内驱力，
推进力；快车道

326 drives 1 n. 驱动程序；驱动器 名词drive的复数形式.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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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dwindled 1 ['dwɪndl] v. 减少；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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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emirates 1 United Arab Emirates (on the Trucial Coast of the Persian Gulf)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位于波斯湾)

331 encouraging 1 [in'kʌridʒiŋ] adj.令人鼓舞的；鼓励的，奖励的 v.鼓励，支持（encourag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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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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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error 1 ['erə] n.误差；错误；过失

335 ESA 1 abbr. 欧洲航天局(=European Space Agency) abbr. 美国生态学学会(=Ecological Society America) abbr. 经济稳定法案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ct) abbr. 就业标准署(=Employment Standards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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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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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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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every 1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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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everything 1 pron.每件事物；最重要的东西；（有关的）一切；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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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excuses 1 [ɪk'skjuːs] vt. 原谅；辩解 n. 理由；辩解；借口

343 expands 1 [ɪk'spænd] v. 使 ... 膨胀；详述；扩张；增加；张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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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exploration 1 [,eksplɔ:'reiʃən] n.探测；探究；踏勘

346 exploratory 1 [ik'splɔrətəri] adj.勘探的；探究的；考察的

347 exploring 1 [ɪks'plɔː rɪŋ] n. 探索；探测 动词explore的现在分词形式.

348 extra 1 ['ekstrə] adv.特别地，非常；另外 n.临时演员；号外；额外的事物；上等产品 adj.额外的，另外收费的；特大的

349 face 1 [feis] n.脸；表面；面子；面容；外观；威信 vi.向；朝 vt.面对；面向；承认；抹盖 n.(Face)人名；(法)法斯；(意)法切

350 fact 1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351 failed 1 [feild] adj.已失败的，不成功的 v.失败，不成功（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52 faulty 1 ['fɔ:lti] adj.有错误的；有缺点的

353 favorite 1 ['feivərit] n.幸运儿；喜欢的事物；特别喜欢的人 adj.最喜爱的；中意的；宠爱的 n.(Favorite)人名；(英)费沃里特

354 February 1 ['februəri] n.二月

355 female 1 ['fi:meil] adj.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n.女人；[动]雌性动物

356 filling 1 ['filiŋ] n.填充；填料 v.填满；遍及（fill的ing形式） n.(Filling)人名；(瑞典)菲林

357 film 1 [film] n.电影；薄膜；胶卷；轻烟 vt.在…上覆以薄膜；把…拍成电影 vi.摄制电影；生薄膜；变得朦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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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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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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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five 1 [faiv] n.五，五个；五美元钞票 num.五，五个 adj.五的；五个的 n.(Five)人名；(挪)菲弗

362 flashers 1 [f'læʃərz] n. 闪光

363 flee 1 [fli:] vi.逃走；消失，消散 vt.逃跑，逃走；逃避

364 Florida 1 ['flɔridə] n.佛罗里达（美国东南部的州）

365 fly 1 [flai] vi.飞；驾驶飞机；飘扬 vt.飞行；飞越；使飘扬 n.飞行；苍蝇；两翼昆虫 adj.敏捷的 n.(Fly)人名；(法)弗利；(英)弗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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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 following 1 ['fɔləuiŋ] adj.下面的；其次的，接着的 n.下列事物；一批追随者 v.跟随；沿行（follow的ing形式）

368 forces 1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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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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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372 frontier 1 ['frʌntjə] n.前沿；边界；国境 adj.边界的；开拓的 n.(Frontier)人名；(法)弗龙捷

373 fully 1 ['fuli] adv.充分地；完全地；彻底地 n.(Fully)人名；(法)菲利

374 furniture 1 ['fə:nitʃə] n.家具；设备；储藏物

375 geopolitics 1 [,dʒi（:）əu'pɔlitiks] n.地缘政治学；地理政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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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 gets 1 ['ɡets]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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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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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Gobi 1 ['gəubi] n.戈壁沙漠 n.(Gobi)人名；(俄)戈比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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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 goods 1 [gudz] n.商品；动产；合意的人；真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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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ek 1 [gri:k] n.希腊语；希腊人 adj.希腊的；希腊人的，希腊语的

385 groceries 1 n.杂货；食品；生活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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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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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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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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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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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 headlights 1 ['hedlaɪts] 前照灯数

391 headline 1 ['hedlain] n.大标题；内容提要；栏外标题；头版头条新闻 vt.给…加标题；使成为注意中心；大力宣传

392 heating 1 ['hi:tiŋ] n.[热]加热；[建]供暖；暖气设备 adj.加热的；供热的 v.[热]加热（heat的现在分词）

393 heats 1 [hiː t] n. 热度；热；热烈；激烈；发烧 v. (使)变热；(使)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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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 helm 1 [helm] n.舵；舵柄；领导地位；驾驶盘 vt.指挥；给...掌舵 n.(Helm)人名；(英、瑞典)赫尔姆；(法)埃尔姆；(德、匈、捷)
黑尔姆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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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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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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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 hit 1 [hit] vt.打击；袭击；碰撞；偶然发现；伤…的感情 vi.打；打击；碰撞；偶然碰上 n.打；打击；（演出等）成功；讽刺

400 hopeful 1 ['həupful] adj.有希望的；有前途的 n.有希望成功的人

401 hopes 1 英 [həʊps] 美 [hoʊps] n.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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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 hot 1 [hɔt] adj.热的；辣的；热情的；激动的；紧迫的 adv.热；紧迫地 vi.变热 vt.增加；给…加温 n.(Hot)人名；(塞)霍特；(法)奥
特

404 housing 1 ['hausiŋ] n.房屋；住房供给；[机]外壳；遮盖物；机器等的防护外壳或外罩

405 however 1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接副词或形容词）；然而；可是 conj.无论以何种方式;不管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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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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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 hundred 1 ['hʌndrəd] n.一百；许多 adj.一百的；许多的 num.百；百个

409 hunt 1 [hʌnt] vt.打猎；搜索 vi.打猎；搜寻 n.狩猎；搜寻 n.(Hunt)人名；(德、瑞典)洪特；(英)亨特；(法)安

410 hurtling 1 ['hə:tliŋ] adj.飞奔的，疾驰的 v.急飞，猛烈碰撞，猛掷（hurtle的ing形式）

411 imagine 1 vt.想象；猜想；臆断 vi.想象；猜想；想象起来

412 inaudible 1 [in'ɔ:dəbl] adj.听不见的；不可闻的

413 inching 1 [ɪntʃɪŋ] n. 精密送料；低速转动发动机；微动 动词inch的现在分词形式.

414 increase 1 [in'kri:s, 'inkri:s] n.增加，增长；提高 vi.增加，增大；繁殖 vt.增加，加大 n.(Increase)人名；(英)英克里斯

415 index 1 ['indeks] n.指标；指数；索引；指针 vi.做索引 vt.指出；编入索引中

416 infancy 1 ['infənsi] n.初期；婴儿期；幼年

417 infraction 1 [in'frækʃən] n.违反

418 injured 1 ['indʒəd] adj.受伤的；受损害的

419 injuries 1 ['ɪndʒəri] n. 伤害；损害

420 inspect 1 [in'spekt] vt.检查；视察；检阅 vi.进行检查；进行视察

421 insurance 1 [in'ʃuərəns] n.保险；保险费；保险契约；赔偿金

422 intended 1 [in'tendid] adj.故意的，有意的；打算中的 n.已订婚者 v.打算；准备（intend的过去分词）

423 intersection 1 [,intə'sekʃən] n.交叉；十字路口；交集；交叉点

424 into 1 ['intu:, -tu, -tə] prep.到…里；深入…之中；成为…状况；进入到…之内 n.(Into)人名；(芬、英)因托

425 investing 1 [ɪnvestɪŋ] n. 投资 动词invest的现在分词形式.

426 issued 1 ['ɪʃu ]ː n. 议题；问题；期刊号；一次发行额；发行；<律>子女 v. 发表；公布；正式发给；发行；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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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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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 Jeanne 1 [dʒi:n] n.珍妮（女子名，等于Joanna）

430 joining 1 ['dʒɔiniŋ] n.连接；接缝；连接物

431 July 1 [dʒʊˈlaɪ] n.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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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jumped 1 [dʒʌmp] n. 跳跃；跳动；上涨 v. 跳越；暴涨

433 Kappa 1 ['kæpə] n.希腊文第十个字母 n.(Kappa)人名；(匈)考保；(巴布)卡帕；(日)合羽(姓)

434 kept 1 [kept] adj.受人资助控制的 v.保持；维持；保管（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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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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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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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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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 lander 1 ['lændə] n.着陆器；出铁槽；把钩工人 n.(Lander)人名；(丹)兰诺；(德、俄、西、捷、瑞典)兰德尔；(英)兰德

440 landing 1 ['lændiŋ] n.登陆；码头；楼梯平台 v.登陆（land的ing形式） n.(Landing)人名；(冈、瑞典、塞内)兰丁

441 lasagna 1 [lə'zænjə, -'sæn-] n.烤宽面条（等于lasagne）；卤汁面条 n.(Lasagna)人名；(意)拉萨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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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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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 law 1 [lɔ:] n.法律；规律；法治；法学；诉讼；司法界 vi.起诉；控告 vt.控告；对…起诉 n.(Law)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刘；
(英、缅、柬)劳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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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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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 level 1 ['levəl] n.水平；标准；水平面 adj.水平的；平坦的；同高的 vi.瞄准；拉平；变得平坦 vt.使同等；对准；弄平 n.(Level)人
名；(法)勒韦尔

448 levels 1 ['levəlz] n.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449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450 lifting 1 ['liftiŋ] adj.举起的，起重的 n.举起，起重；提高，上升 v.举起，抬起（lift的ing形式）

451 lights 1 [laits] n.灯光（light的复数）；（供食用的）家畜的肺脏 v.点亮（light的三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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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 linguine 1 [liŋ'gwi:ni:, -nei,-ni:, -ni] n.意大利扁面条

454 lining 1 ['lainiŋ] n.衬里；内层；衬套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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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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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 location 1 [ləu'keiʃən] n.位置（形容词locational）；地点；外景拍摄场地

458 lo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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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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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 longest 1 ['lɔŋgist, 'lɔ:ŋ-] adj.最长的 n.(Longest)人名；(英)朗格斯特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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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 looked 1 [lʊkt]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463 loose 1 [lu:s] adj.宽松的；散漫的；不牢固的；不精确的 vt.释放；开船；放枪 vi.变松；开火 adv.松散地 n.放纵；放任；发射 n.
(Loose)人名；(捷、瑞典)洛塞；(英)卢斯；(德)洛泽

464 luna 1 ['lju:nə] n.月亮；月神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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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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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 makes 1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468 manageable 1 ['mænidʒəbl] adj.易管理的；易控制的；易办的

469 manager 1 ['mænidʒə] n.经理；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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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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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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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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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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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 minister 1 ['ministə] n.部长；大臣；牧师 vi.执行牧师职务；辅助或伺候某人
听力特快 www.listeningexpress.com

http://www.listeningexpress.com/


476 minute 1 [ˈmɪnɪt] n.分，分钟；片刻，一会儿；备忘录，笔记；会议记录 vt.将…记录下来 adj.微小的，详细的[maɪˈnjuːt;US-
ˈnuːt;maɪˋnut]

477 mixing 1 ['mɪksɪŋ] n. 混合；混频 动词mix的现在分词.

478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479 morning 1 ['mɔ:niŋ] n.早晨；黎明；初期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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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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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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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 music 1 ['mju:zik] n.音乐，乐曲

484 mythology 1 [mi'θɔlɔdʒi] n.神话；神话学；神话集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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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 named 1 [neimd] adj.命名的；指定的；被指名的 v.命名；任命（name的过去分词）；称呼

487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488 nationwide 1 ['neiʃənwaid] adj.全国范围的；全国性的 adv.在全国

489 nearest 1 ['nɪərɪst] adj. 最近的

490 need 1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491 nicknames 1 ['nɪkneɪm] n. 绰号； 昵称 v. 给 ... 取绰号

492 nobody 1 ['nəubədi, -bɔdi] pron.无人，没有人；没有任何人 n.无名小卒；小人物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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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 notice 1 ['nəutis] n.通知，布告；注意；公告 vt.通知；注意到；留心 vi.引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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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 open 1 ['əupən] adj.公开的；敞开的；空旷的；坦率的；营业着的 vi.开始；展现 vt.公开；打开 n.公开；空旷；户外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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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 operator 1 ['ɔpəreitə] n.经营者；操作员；话务员；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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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others 1 pron.其他人

501 overcoming 1 英 [ˌəʊvə'kʌm] 美 [ˌoʊvər'kʌm] vt. 战胜；克服；使受不了；(感情等)压倒 vi. 获胜；赢

502 pandemic 1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503 partly 1 ['pɑ:tli] adv.部分地；在一定程度上

504 passenger 1 ['pæsindʒə] n.旅客；乘客；过路人；碍手碍脚的人

505 passengers 1 旅客

506 passerby 1 ['pa:sə'bai] n.行人，过路人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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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 patrol 1 [pə'trəul] n.巡逻；巡逻队；侦察队 vt.巡逻；巡查 vi.巡逻；巡查

509 peak 1 [pi:k] n.山峰；最高点；顶点；帽舌 vt.使达到最高点；使竖起 vi.消瘦；到达最高点；变憔悴 adj.最高的；最大值的 n.
(Peak)人名；(英)皮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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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 person 1 ['pə:sən] n.人；身体；容貌，外表；人称 n.(Person)人名；(法、俄、德)佩尔松；(瑞典)佩尔松；(英)珀森

512 pH 1 [,pi: 'eitʃ] abbr.酸碱度符号（描述氢离子活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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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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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 pizzo 1 英 ['piː tsəʊ] 美 ['piː tsoʊ] [意]原色丝花边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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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 planet 1 ['plænit] n.行星 n.(Planet)人名；(法)普拉内；(西、葡)普拉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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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 plans 1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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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 player 1 n.运动员，比赛者；游戏者，做游戏的人；演奏者，表演者；演员；播放器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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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 poppy 1 ['pɔpi] n.罂粟花；罂粟属植物；深红色 adj.罂粟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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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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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 prices 1 [praɪs] n. 价格；代价；价值 v. 给…定价；估价；贴价格标签；比较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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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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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 probe 1 [prəub] n.探针；调查 vi.调查；探测 vt.探查；用探针探测 n.(Probe)人名；(法)普罗布

529 probes 1 英 [prəʊb] 美 [proʊb] n. 调查；查究；探针；探测器 v. 用探针测；探测；详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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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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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 propellant 1 [prəu'pelənt] n.推进物；推进燃料；发射火药 adj.推进的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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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 pulling 1 ['pʊlɪŋ] 动词pull的现在分词形式

535 pulls 1 [pʊl] v. 拉；拖；牵；拔；吸引 n. 拉；拉力；引力；划船；影响力

536 pushed 1 [puʃt] adj.处于窘境的；为难的；推挤现象的 v.推；挤；逼迫（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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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 puts 1 [pʊts] n. C语言的字符串输出语句

539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540 ravioli 1 [,rævi'əuli] n.（意）略有馅的水饺 n.(Ravioli)人名；(意)拉维奥利

541 reach 1 [ri:tʃ] vi.达到；延伸；伸出手；传开 vt.达到；影响；抵达；伸出 n.范围；延伸；河段；横风行驶 n.(Reach)人名；(柬)列

542 reaching 1 [riː tʃ] v. 到达；伸出；达成；取得联系；延伸；（伸手）去够 n. 范围；影响力；河段；等级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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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 recorded 1 [ri'kɔ:did] adj.记录的 v.记录；录音（record的过去分词）

545 r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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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 referred 1 [rɪ'fɜ rːɪd] v. 归类(谈及；送交；参考；指点；折合) 动词ref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47 regulators 1 英 ['regjʊleɪtəz] 美 ['regjə̩ leɪtəz] n. 调节器；调整者；调节阀；稳定器；标准钟 名词regulator的复数形式.

548 rehearsal 1 [ri'hə:səl] n.排演；预演；练习；训练；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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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 returned 1 [ri'tə:nd] adj.回国的；归来的；被送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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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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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3 rival 1 ['raivəl] n.对手；竞争者 vt.与…竞争；比得上某人 vi.竞争 adj.竞争的 n.(Rival)人名；(英、法、西)里瓦尔

554 road 1 [rəud] n.公路，马路；道路；手段 vt.（狗）沿臭迹追逐（猎物） adj.（美）巡回的 n.(Road)人名；(英)罗德

555 robo 1 n.无袖长衫；妇女儿童穿用的连衣裙 n.(Robo)人名；(阿尔巴)罗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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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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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 rocketed 1 ['rɒkɪtɪd] adj. 借火箭起动的(火箭助推的；利用火箭运载的)

559 roll 1 [rəul] vt.卷；滚动，转动；辗 vi.卷；滚动；转动；起伏，摇晃 n.卷，卷形物；名单；摇晃 n.(Roll)人名；(英、法、德、
俄、罗、葡、捷、挪、西、瑞典)罗尔

560 rose 1 n.玫瑰；粉红色；蔷薇（花）；粉红色的葡萄酒 adj.玫瑰花的；玫瑰色的；粉红色的；带有玫瑰香味的 vt.使成玫瑰色，
使（面颊）发红；使有玫瑰香味 vi.起义(rise的过去式)；升起；（数量）增加；休会

561 rotini 1 罗蒂尼

562 rover 1 ['rəuvə] n.漫游者；流浪者；漂泊者 n.(Rover)人名；(英)罗弗；(意)罗韦尔

563 rovers 1 n. 巡游者；海上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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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runs 1 [rʌnz] n.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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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 Russian 1 ['rʌʃən] adj.俄国的；俄语的 n.俄语；俄国人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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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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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 samples 1 ['sɑːmplz] n. 采样；示例 名词sample的复数形式.

570 scene 1 [si:n] n.场面；情景；景象；事件

571 scenes 1 ['siː nz] n. 场景；背景，景色（名词scene的复数形式）

572 scheduled 1 英 ['ʃedju lːd] 美 ['skedʒəld] adj. 预定的；预先安排的 动词schedu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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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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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 sector 1 ['sektə] n.部门；扇形，扇区；象限仪；函数尺 vt.把…分成扇形

576 see 1 vt.看见；理解；领会；觉察；拜访 vi.看；看见；领会 n.(See)人名；(英)西伊；(柬)塞；(德)泽

577 seeing 1 ['si:iŋ] n.看见；视觉；观看；视力 conj.因为；由于；鉴于 adj.看见的；有视觉的 v.看见（see的ing形式）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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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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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 serious 1 ['siəriəs, 'si:r-] adj.严肃的，严重的；认真的；庄重的；危急的

581 served 1 英 [sɜːv] 美 [sɜ rːv] v. 服务；侍候；担任；可作 ... 用；度过；对待 n. 发球

582 setbacks 1 ['setbæks] 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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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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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 shutting 1 ['ʃʌtɪŋ] n. 关闭；封锁；停业 动词shut的现在分词形式.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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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 silver 1 ['silvə] n.银；银器；银币；银质奖章；餐具；银灰色 adj.银的；含银的；有银色光泽的；口才流利的；第二十五周年的
婚姻 vi.变成银色 vt.镀银；使有银色光泽 n.(Silver)人名；(法)西尔韦；(英、德、芬、瑞典)西尔弗

588 simulating 1 ['sɪmjʊleɪtɪŋ] 模拟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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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 sister 1 n.姐妹；（称志同道合者）姐妹；修女；护士 adj.姐妹般的；同类型的

591 sola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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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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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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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4 spacecraft 1 ['speiskrɑ:ft, -kræft] n.[航]宇宙飞船，航天器

595 spaghetti 1 [spə'geti] n.意大利式细面条 n.(Spaghetti)人名；(意)斯帕盖蒂

596 spend 1 [spend] vt.度过，消磨（时光）；花费；浪费；用尽 vi.花钱；用尽，耗尽 n.预算

597 spent 1 [spent] adj.耗尽了的；精疲力尽的 v.花费（spend的过去分词）；浪费；耗费

598 spokesperson 1 ['spəuks,pə:sən] n.发言人；代言人

599 spread 1 [spred] vi.传播；伸展 vt.传播，散布；展开；伸展；铺开 n.传播；伸展 adj.伸展的

600 st 1 [es ti:] abbr.标准时间（standardtime）；Shipping装货单（ShippingTicket）

601 standoff 1 英 ['stændɔː f] 美 ['stændˌɔː f] n. 僵局；平局 adj. 冷淡的

602 stations 1 ['steɪʃn] n. 站；火车站；电视台；社会地位；牧羊场；驻地；岗位 v. 驻扎；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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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4 subway 1 ['sʌbwei] n.地铁；地道 vi.乘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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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 summer 1 ['sʌmə] n.夏季；全盛时期 vi.避暑；过夏天 adj.夏季的 n.(Summer)人名；(德)祖默；(英)萨默

607 surreal 1 [sə'riəl] adj.超现实主义的；离奇的；不真实的

608 suspect 1 [sə'spekt, 'sʌspekt] n.嫌疑犯 adj.可疑的；不可信的 vt.怀疑；猜想 vi.怀疑；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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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9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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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 taglioni 1 n.(Taglioni)人名；(意)塔廖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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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 target 1 n.目标，指标；（攻击的）对象；靶子 v.把...作为目标；面向，对准（某群体） n.（Target）美国塔吉特公司

614 taxi 1 ['tæksi] vi.乘出租车；滑行 vt.使滑行；用出租车送 n.出租汽车

615 technology 1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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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 thank 1 [θæŋk] vt.感谢 n.感谢 int.谢谢

618 themselves 1 [ðəm'selvz, ðem-] pron.他们自己；他们亲自

619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620 threatening 1 ['θretəniŋ] adj.危险的；胁迫的；凶兆的 v.威胁；恐吓；迫近（threaten的ing形式）

621 tickets 1 ['tɪkɪt] n. 票；券；标签；罚单；候选人名单 vt. 加标签于；售票；开罚单；检票，查验票证

622 tightened 1 ['taɪtn] vt. 使紧；勒紧；固定 vi. 变紧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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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 today 1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625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626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627 toppy 1 n.桃美服饰（香港知名厂商） adj.（市场货币等）高而不稳的; 高音太多的

628 totally 1 ['təutəli] adv.完全地

629 touch 1 [tʌtʃ] vt.接触；触动；使轻度受害 vi.触摸；涉及；接近；提到 n.接触；触觉；格调；少许 n.(Touch)人名；(柬)杜；(英)
陶奇

630 touchdown 1 ['tʌtʃdaun] n.着陆，降落；触地；触地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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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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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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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 tried 1 adj.可靠的；试验过的 v.尝试，审问，审理，审讯，审判（try的过去分词）

635 trivia 1 ['triviə] n.琐事

636 truly 1 ['tru:li] adv.真实地，不假；真诚地 n.(Truly)人名；(英)特鲁利

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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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 turn 1 vt.转动，使旋转；转弯；翻过来；兑换 vi.转向；转变；转动 n.转弯；变化；(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行为，举动，举止 n.
(Turn)人名；(德、匈)图恩

639 turning 1 ['tə:niŋ] n.转向；旋转；回转；转弯处 v.旋转（turn的ing形式）

640 twin 1 [twin] vt.使成对 n.双胞胎中一人 adj.双胞胎的 vi.成对；生双胞胎 n.(Twin)人名；(英)特温

641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642 UAE 1 abbr.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nited Arab Emirates)

643 ultimately 1 ['ʌltimətli] adv.最后；根本；基本上

644 un 1 [ʌn, ən] pron.家伙，东西 n.(Un)人名；(柬)温

645 unexpected 1 [,ʌnik'spektid] adj.意外的，想不到的

646 unfold 1 [,ʌn'fəuld] vt.打开；呈现 vi.展开；显露

647 union 1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648 unmanned 1 [,ʌn'mænd] adj.无人的；无人操纵的；被阉割的 v.使失去男子气质（unm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649 unsurprisingly 1 adv.不出所料的；不出奇的；意料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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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1 vain 1 [英[veɪn] 美[ven]] adj.徒劳的；自负的；无结果的；无用的

652 viewers 1 ['vjuːəz] n. 观看者；观察者 名词viewer的复数形式.

653 volt 1 [vɔlt] n.伏特（电压单位）；环骑；闪避 n.(Volt)人名；(捷)沃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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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 wasn 1 abbr. 无线、随意及感测网路研讨会（Workshop on Wireless 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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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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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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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8 Wednesday 1 ['wenzdi; -dei] n.星期三

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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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0 wh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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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1 wheel 1 [hwi:l] n.车轮；方向盘；转动 vt.转动；使变换方向；给…装轮子 vi.旋转；突然转变方向；盘旋飞行

662 whole 1 [həul] adj.完整的；纯粹的 n.整体；全部

663 whom 1 [hu:m, 弱 hum] pron.谁（who的宾格）

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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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 window 1 ['windəu] n.窗；窗口；窗户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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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 woman 1 ['wumən] n.妇女；女性；成年女子

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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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9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670 worldwide 1 ['wə:ld,waid] adj.全世界的 adv.在世界各地

671 worse 1 [wə:s, 'wə:s] adj.更坏的；更差的；更恶劣的（bad的比较级）；（病情）更重的（ill的比较级） adv.更糟；更坏；更恶劣
地；更坏地 n.更坏的事；更恶劣的事

672 wrong 1 adv.错误地；邪恶地，不正当地 n.坏事；不公正 adj.错误的；失常的；不适当的 vt.委屈；无理地对待；诽谤 n.(Wrong)
人名；(英)朗

673 yesterday 1 ['jestədi,-dei] n.昨天；往昔 adv.昨天

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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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5 yielded 1 [jiː ld] v. 生产；获利；屈服；弯下去 n. 投资收益；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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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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