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nn10 2022-05-12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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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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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3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it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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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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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is 2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8 that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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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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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you 20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11 lithium 19 ['liθiəm] n.锂（符号Li）

12 this 16 [ðis, 弱ðəs] pron.这；这个；这里 adj.这；本；这个；今 adv.这样地；这么 n.(This)人名；(法)蒂斯

13 there 15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14 for 1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5 from 13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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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china 12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18 O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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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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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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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could 9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22 dapena 9 达佩纳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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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mor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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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so 9 ['səu, 弱 sə] adv.如此，这么；确是如此 conj.所以；因此 pron.这样 n.(So)人名；(柬)索

26 tha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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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they 9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8 Valdes 9 n.巴尔德斯（姓氏）

29 wh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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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ca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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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know 8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32 lik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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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al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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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lectric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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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if 7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36 sea 7 [si:] n.海；海洋；许多；大量

37 som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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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their 7 [ðεə, 弱ðər] pron.他们的，她们的；它们的 n.(Their)人名；(英)蒂尔；(芬、瑞典)泰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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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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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with 7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41 around 6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42 as 6 [æz] conj.因为；随着；虽然；依照；当…时 prep.如同；当作；以…的身份 adv.同样地；和…一样的

43 companies 6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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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geothermal 6 [,dʒi:əu'θə:məl] adj.[地物]地热的；[地物]地温的

46 here 6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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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o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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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other 6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50 supply 6 [sə'plai] n.供给，补给；供应品 vt.供给，提供；补充 vi.供给；替代

51 up 6 [ʌp] adv.起来；上涨；向上 prep.在…之上；向…的较高处 adj.涨的；起床的；向上的 n.上升；繁荣

52 w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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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America 5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54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55 being 5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56 cars 5 英 [kɑ:z] 美 [kɑ:rz] n. 汽车；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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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goods 5 [gudz] n.商品；动产；合意的人；真本领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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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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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not 5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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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really 5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64 Salton 5 索尔顿（英国地名）

65 space 5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66 unidentified 5 adj.未经确认的；未辨别出的，身份不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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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area 4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69 battery 4 n.[电]电池，蓄电池 n.[法]殴打 n.[军]炮台，炮位

70 California 4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71 Chinese 4 [,tʃai'ni:z] n.中文，汉语；中国人 adj.中国的，中国人的；中国话的

72 energy 4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73 facilities 4 [fə'sɪlɪtɪz] n. 设施；设备；工具 名词facility的复数形式.

74 g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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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h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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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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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les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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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lot 4 n.份额；许多；命运；阄 adv.（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很，非常；（与动词连用）非常 pron.大量，许多 vt.分组，把…划分
（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79 mak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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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now 4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81 opportunity 4 [,ɔpə'tju:niti] n.时机，机会

82 o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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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products 4 [p'rɒdʌkts] n.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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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righ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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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then 4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86 wat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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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world 4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88 would 4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89 year 4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90 an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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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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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businesses 3 ['bɪznəsɪz] n. 店铺，商行（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

93 car 3 [kɑ:] n.汽车；车厢 n.(Car)人名；(土)贾尔；(法、西)卡尔；(塞)察尔

94 Carl 3 [kɑ:l] n.卡尔（男名）

95 certainly 3 ['sə:tənli] adv.当然；行（用于回答）；必定

96 do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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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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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nough 3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99 fling 3 [fliŋ] vt.掷，抛；嘲笑；使陷入；轻蔑地投射；猛动 n.掷，抛；嘲弄；急冲 vi.猛冲，急行

100 general 3 adj.一般的，普通的；综合的；大体的 n.一般；将军，上将；常规 n.(General)人名；(英)杰纳勒尔

101 go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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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good 3 [gud] adj.好的；优良的；愉快的；虔诚的 n.好处；善行；慷慨的行为 adv.好 n.(Good)人名；(英)古德；(瑞典)戈德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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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launc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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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lightest 3 [laɪ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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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点燃；
变亮；照亮 adv. 清楚地；轻便地

106 lockdown 3 ['lɔkdaun] n.一级防范禁闭（期）

107 low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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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off 3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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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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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pa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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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per 3 [强pə:, 弱pə] prep.每；经；按照；每一 n.(Per)人名；(德、挪、丹、瑞典)佩尔

113 prices 3 [praɪs] n. 价格；代价；价值 v. 给…定价；估价；贴价格标签；比较价格

114 problems 3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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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region 3 ['ri:dʒən] n.地区；范围；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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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Ruiz 3 n. 鲁伊斯

119 s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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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says 3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21 spin 3 [spin] vi.旋转；纺纱；吐丝；晕眩 vt.使旋转；纺纱；编造；结网 n.旋转；疾驰

122 stag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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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take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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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thousand 3 ['θauzənd] n.一千；一千个；许许多多 adj.成千的；无数的

125 way 3 [wei] n.方法；道路；方向；行业；习惯 adv.大大地；远远地 adj.途中的 n.(Way)人名；(中)见Wei；(英、缅)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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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when 3 conj.考虑到；既然；当…时；在…时；如果 adv.什么时候，何时；（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在那时；其时；当时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127 which 3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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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your 3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130 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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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according 2 adj.相符的；一致的；相应的；和谐的；调和的 adv.依照；根据；按照 v.给予(accord的现在分词)；使和谐一致；
使符合；使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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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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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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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automakers 2 n.汽车制造商（automaker的复数）

136 batteries 2 ['bætərɪz] n. 电池 名词battery 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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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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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behind 2 [bi'haind] prep.落后于；支持；晚于 adv.在后地；在原处 n.屁股

140 benefits 2 ['benɪfɪt] n. 利益；津贴；义演；保险金；借助 vt. 有益于；得益

141 Benson 2 ['bɛŋsn; 'bensn] n.班森（男子名）

142 brine 2 [brain] n.卤水；盐水；海水 vt.用浓盐水处理（或浸泡） n.(Brine)人名；(阿拉伯)布里内；(英)布赖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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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cathode 2 n.阴极（电解池） n.正极（原电池）

145 changes 2 [tʃendʒs] n.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

146 charge 2 [tʃɑ:dʒ] n.费用；电荷；掌管；控告；命令；负载 vt.使充电；使承担；指责；装载；对…索费；向…冲去 vi.充电；控
告；索价；向前冲；记在账上 n.(Charge)人名；(法)沙尔热；(英)查奇

147 Cities 2 n.都市（歌曲名）

148 claim 2 [kleim] vi.提出要求 vt.要求；声称；需要；认领 n.要求；声称；索赔；断言；值得

149 clean 2 [kli:n] adj.清洁的，干净的；清白的 vt.使干净 vi.打扫，清扫 adv.完全地 n.打扫 n.(Clean)人名；(英)克林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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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colwell 2 n. 科尔韦尔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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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cost 2 vt.花费；使付出；使花许多钱；估价，估算成本 vi.花费 n.费用，代价，成本；损失

154 countries 2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155 create 2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156 direct 2 [di'rekt, dai-] adj.直接的；直系的；亲身的；恰好的 vt.管理；指挥；导演；指向 vi.指导；指挥 adv.直接地；正好；按直系
关系

157 director 2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158 engine 2 ['endʒin] n.引擎，发动机；机车，火车头；工具

159 et 2 [i:ti:] conj.（拉丁语）和（等于and）

160 ev 2 ['iː v] abbr. 电子伏特 (=electron volt).

161 evs 2 ['iː vs] (=endoscopic variceal sclerosis) 静脉曲张经内窥镜硬化剂(疗法),(=ethylvinyl sulfide) 乙基乙烯基硫

162 expensive 2 [ik'spensiv] adj.昂贵的；花钱的

163 extraction 2 [ik'strækʃən] n.取出；抽出；拔出；抽出物；出身

164 facility 2 [fə'siliti] n.设施；设备；容易；灵巧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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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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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find 2 vt.查找，找到；发现；认为；感到；获得 vi.裁决 n.发现 n.(Find)人名；(丹)芬

168 full 2 [ful] adj.完全的，完整的；满的，充满的；丰富的；完美的；丰满的；详尽的 adv.十分，非常；完全地；整整 vt.把衣服缝
得宽大 n.全部；完整

169 future 2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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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get 2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71 gets 2 ['ɡets]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

172 grou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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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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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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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hurting 2 adj.受伤害的；受损的 v.伤害；伤心；弄痛（hurt的ing形式）

176 jobs 2 [dʒɔbs] n.工作（job的复数形式）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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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ki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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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least 2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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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longer 2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182 massive 2 ['mæsiv] adj.大量的；巨大的，厚重的；魁伟的

183 metal 2 ['metəl] n.金属；合金 vt.以金属覆盖 adj.金属制的 n.(Metal)人名；(捷)梅塔尔；(瑞典)梅塔尔

184 metals 2 ['metlz] n. 五金 名词metal的复数形式.

185 minerals 2 ['mɪnərəlz] n. 矿产品；矿物；矿产 名词mineral的复数形式.

186 moment 2 n.片刻，瞬间，时刻；重要，契机 n.(Moment)人名；(英)莫门特

187 motors 2 [mɒtərs] n. 马达；电动机；汽车公司证券 名词motor的复数形式.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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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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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offic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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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perc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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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place 2 [pleis] n.地方；住所；座位 vt.放置；任命；寄予 vi.名列前茅；取得名次 n.(Place)人名；(罗)普拉切；(法)普拉斯；(英)普
莱斯

193 plans 2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194 policy 2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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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potentially 2 [pə'tenʃəli] adv.可能地，潜在地

197 pow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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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power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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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production 2 [prəu'dʌkʃən] n.成果；产品；生产；作品

200 promising 2 ['prɔmisiŋ] adj.有希望的，有前途的 v.许诺，答应（promise的现在分词形式）

201 provide 2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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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replace 2 [ri'pleis] vt.取代，代替；替换，更换；归还，偿还；把…放回原处

204 ri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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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sal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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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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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shi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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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slingshot 2 ['sliŋʃɔt] n.弹弓

209 so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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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southern 2 ['sʌðən] adj.南的；南方的 n.南方人 n.(Southern)人名；(英)萨瑟恩

211 startup 2 英 ['stɑ tːʌp] 美 ['stɑ tː'ʌp] n. 开动；出发

212 States 2 n.州，国家（state的复数形式） vt.声明（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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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strict 2 [strikt] adj.严格的；绝对的；精确的；详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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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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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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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ti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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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toward 2 [英 [tɔ:d, təʊrd, tə̍ wɔ:d] 美 [tɔrd, tord, təˈwɔrd]] prep.向；对于；为了；接近 adj.即将来到的，进行中的 n.(Toward)人名；
(英)特沃德

219 transform 2 [træns'fɔ:m, trænz-, trɑ:n-] vt.改变，使…变形；转换 vi.变换，改变；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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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us 2 pron.我们

222 valley 2 ['væli] n.山谷；流域；溪谷 n.(Valley)人名；(英)瓦利；(法)瓦莱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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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videotape 2 ['vidiəuteip] n.录像带 vt.将…录到录像带上

225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26 we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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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worth 2 [wə:θ] adj.值…的 n.价值；财产 n.(Worth)人名；(英)沃思；(德)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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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active 1 ['æktiv] adj.积极的；活跃的；主动的；有效的；现役的 n.主动语态；积极分子

230 administration 1 [əd,mini'streiʃən] n.管理；行政；实施；行政机构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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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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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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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afraid 1 [ə'freid] adj.害怕的；恐怕；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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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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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239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240 aluminum 1 [ə'lju:minəm] n.铝

241 ambitions 1 [æm'biʃənz] n. 野心；雄心；抱负（ambition的复数形式）；理想

242 amounts 1 [ə'maʊnt] n. 数量；总额 vi. 总计；等于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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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5 anyway 1 ['eniwei]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总之

246 apple 1 n.苹果，苹果树，苹果似的东西；[美俚]炸弹，手榴弹，（棒球的）球；[美俚]人，家伙。

247 apply 1 [ə'plai] vt.申请；涂，敷；应用 vi.申请；涂，敷；适用；请求

248 approximately 1 [ə'prɔksimitli] adv.大约，近似地；近于

249 Asian 1 ['eiʃən] n.亚洲人 adj.亚洲的；亚洲人的

250 Audubon 1 ['ɔ:dəbɔn] n.奥杜邦（美国鸟类学家、画家和博物学家）

251 auto 1 ['ɔ:təu] n.汽车（等于automobile）；自动 vi.乘汽车 n.(Auto)人名；(葡)奥托

252 automaker 1 ['ɔ:təu,meikə] n.汽车制造商

253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254 bac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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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barra 1 ['bærə] n. 一种小艇 Barra. n. 巴拉(苏格兰西北部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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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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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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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beneath 1 [bi'ni:θ] prep.在…之下 adv.在下方

259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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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big 1 [big] adj.大的；重要的；量大的 adv.大量地；顺利；夸大地 n.(Big)人名；(土)比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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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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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b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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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blank 1 [blæŋk] adj.空白的；空虚的；单调的 n.空白；空虚；空白表格 vt.使…无效；使…模糊；封锁 vi.消失；成为空白 n.
(Blank)人名；(法)布朗克；(英、德、西、俄、罗、捷、瑞典、芬)布兰克

266 blasting 1 ['blɑ:stiŋ] n.爆炸；破坏；由爆破而产生的碎石块；枯萎 v.爆炸（blast的ing形式）

267 boat 1 [bəut] n.小船；轮船 vi.划船

268 boom 1 [bu:m] vt.使兴旺；发隆隆声 vi.急速发展；发隆隆声 n.繁荣；吊杆；隆隆声 n.(Boom)人名；(法、德)博姆

269 border 1 ['bɔ:də] n.边境；边界；国界 vt.接近；与…接壤；在…上镶边 vi.接界；近似 n.(Border)人名；(英)博德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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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bother 1 ['bɔðə] vt.烦扰，打扰；使……不安；使……恼怒 vi.操心，麻烦；烦恼 n.麻烦；烦恼

272 break 1 vi.打破；折断；弄坏；削弱 vt.（使）破；打破（纪录）；（常指好天气）突变；开始 vi.（嗓音）突变；突破；破
晓；（价格）突然下跌 n.破裂；间断；（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改变；间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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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build 1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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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b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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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calculate 1 ['kælkjuleit] vi.计算；以为；作打算 vt.计算；预测；认为；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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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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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canyons 1 n.峡谷( canyon的名词复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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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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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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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cases 1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286 catalyst 1 ['kætəlist] n.[物化]催化剂；刺激因素

287 catapult 1 ['kætəpʌlt] n.弹弓；石弩；飞机弹射器；（飞机上的）座椅弹射器 vt.用弹弓射；用弹射器发射；猛投 vi.用弹射器弹
射；快速移动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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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centers 1 英 ['sentə] 美 ['sentər] n. 中心；集中点 v. 居中；使集中 =centre<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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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centrifuge 1 ['sentrifju:dʒ] vt.用离心机分离；使…受离心作用 n.离心机；[机][化工]离心分离机

292 centripetal 1 [sen'tripitəl] adj.向心的；利用向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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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chain 1 n.链；束缚；枷锁 vt.束缚；囚禁；用铁链锁住

295 chains 1 [tʃeɪnz] n. 枷锁；镣铐 名词chai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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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charging 1 英 [tʃɑːdʒɪŋ] 美 ['tʃɑːdʒɪŋ] n. 充电；装料；炉料 动词charge的现在分词形式.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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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chif 1 [计] CHannel InterFace,通道接口

300 co 1 abbr.一氧化碳（carbonmonoxide）；哥伦比亚（Colombia）；现付票（CashOrder）；货源证书（CertificateofOrigin） n.(Co)
人名；(中)措(藏语·汉语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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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collect 1 [kə'lekt] vt.收集；募捐 vi.收集；聚集；募捐 adv.由收件人付款地 adj.由收件人付款的 n.(Collect)人名；(英)科莱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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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combustion 1 [kəm'bʌstʃən] n.燃烧，氧化；骚动

304 c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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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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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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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communist 1 ['kɔmjunist] n.共产党员；共产主义者 adj.共产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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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completed 1 [kəm'pliː tɪd] adj. 已完成的 v. 完成（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10 computers 1 [kəm'pju tːəz] n.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

311 concentrating 1 英 ['kɒnsntreɪt] 美 ['kɑːnsntreɪt] v. 专心；集中；浓缩 n. 浓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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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cons 1 [kɔns] abbr.面向连接的网络服务（ConnectionOrientedNetworkService） n.(Cons)人名；(英)康斯；(法、西)孔斯

314 consumes 1 英 [kən'sjuːm] 美 [kən'suːm] v. 消耗；吃喝；毁灭

315 containment 1 n.包含；牵制；容量；密闭度；抑制,牵制；牵制[遏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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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contribute 1 vt.贡献，出力；投稿；捐献 vi.贡献，出力；投稿；捐献 [过去式contributed过去分词contributed现在分词
contributing]

318 controlled 1 [kən'trəuld] adj.受控制的；受约束的；克制的 v.控制；约束（control的过去式）；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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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coronavirus 1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321 correctly 1 [kə'rektli] adv.正确地；得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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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critics 1 [k'rɪtɪks] 评论家们

324 crucial 1 ['kru:ʃəl] adj.重要的；决定性的；定局的；决断的

325 crying 1 ['kraiiŋ] adj.叫喊的，嚎哭的；显著的 v.哭泣；喊叫；乞求（cry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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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cusp 1 [kʌsp] n.尖头；尖端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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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cutting 1 ['kʌtiŋ] n.[机]切断；剪辑；开凿 adj.锋利的；严寒的；尖酸刻薄的 v.削减（cut的ing形式）；采伐；切开 n.(Cutting)人
名；(英)卡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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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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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deals 1 [diː l] n. 协定；交易；大量 v. 应付；分配；处理；交易；经营

333 decade 1 ['dekeid] n.十年，十年期；十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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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depend 1 [di'pend] vi.依赖，依靠；取决于；相信，信赖

336 deposits 1 英 [dɪ'pɒzɪt] 美 [dɪ'pɑːzɪt] v. 放置；(使)沉淀；存储；付(订金等)；寄存 n. 存款；定金；堆积物；矿床

337 derby 1 ['da:bi] n.德比（英国中部的都市）；德比赛马；大赛马

338 derek 1 ['derik] n.德里克（男名）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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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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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detected 1 [dɪ'tektɪd] adj. 检测到的 动词det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42 die 1 [dai] vi.死亡；凋零；熄灭 vt.死，死于… n.冲模，钢模；骰子 n.(Die)人名；(西)迭；(阿拉伯)迪埃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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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dollar 1 ['dɔlə] n.美元 n.(Dollar)人名；(英)多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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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dollars 1 n. 美元（dollar的复数）

346 double 1 ['dʌbl] n.两倍；双精度型 adj.双重的；两倍的 vi.加倍，加倍努力；快步走 vt.使加倍 adv.双重地；两倍地；弓身地 n.
(Double)人名；(法)杜布勒；(英)道布尔

347 doubling 1 ['dʌbliŋ] n.加倍；并线；折回；防护板；衬里 v.使加倍；使成双（double的ing形式）；绕过；握紧 adj.双重的；折叠
的

348 downside 1 n.负面，缺点；下降趋势；底侧 adj.底侧的

349 drawing 1 ['drɔ:iŋ] n.图画；牵引；素描术 v.绘画；吸引（draw的ing形式）；拖曳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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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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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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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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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economically 1 [,i:kə'nɔmikəli] adv.经济地；在经济上；节俭地

355 economy 1 [i'kɔnəmi] n.经济；节约；理财 n.(Economy)人名；(英)伊科诺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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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eight 1 [eit] num.八；八个；第八 adj.八的 n.八字形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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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 electricity 1 [,ilek'trisəti] n.电力；电流；强烈的紧张情绪

360 electrics 1 [ɪ'lektrɪks] n. 电力系统；电学

361 elements 1 ['elɪmənts] n. 要素，元素；基本原则；恶劣天气 elemen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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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 ensure 1 [in'ʃuə] vt.保证，确保；使安全

364 environment 1 [in'vaiərənmənt] n.环境，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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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environmentally 1 [en,vairən'mentli] adv.有关环境方面

367 evaporated 1 [i'væpəreitid] adj.浓缩的；脱水的；蒸发干燥的 v.蒸发；消失（evaporate的过去式）；失去水分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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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 example 1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370 executive 1 adj.行政的；经营的；执行的，经营管理的 n.总经理；执行委员会；执行者；经理主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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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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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 exporter 1 [ik'spɔ:tə] n.出口商；输出国

374 factories 1 ['fæktri] n. 工厂；制造厂

375 factory 1 ['fæktəri] n.工厂；制造厂；代理店

376 fails 1 [feɪl] vi. 失败；没做成某事；表现欠佳；用完；衰退 vt. 辜负；放弃；缺少；不及格 n. 不及格；没做成

377 fast 1 [fɑ:st, fæst] adj.快速的，迅速的；紧的，稳固的 adv.迅速地；紧紧地；彻底地 vi.禁食，斋戒 n.斋戒；绝食 n.(Fast)人名；
(德、英、俄、芬、捷、瑞典)法斯特

378 fears 1 英 [fɪə(r)] 美 [fɪr] n. 担心；害怕；恐惧；【中药学】相畏 v. 害怕；担心；恐惧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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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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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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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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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 first 1 [fə:st] adv.第一；首先；优先；宁愿 n.第一；开始；冠军 adj.第一的；基本的；最早的 num.第一 n.(First)人名；(英)弗斯
特；(捷)菲尔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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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 folks 1 ['fəʊks] n. 人们；家人；父母 名词folk的复数形式.

386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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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7 force 1 [fɔ:s] n.力量；武力；军队；魄力 vt.促使，推动；强迫；强加 n.(Force)人名；(意)福尔切；(英、法)福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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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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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 fraction 1 ['frækʃən] n.分数；部分；小部分；稍微

391 frank 1 [fræŋk] adj.坦白的，直率的；老实的 n.免费邮寄特权 vt.免费邮寄

392 fuel 1 ['fjuəl] vi.得到燃料 vt.供以燃料，加燃料 n.燃料；刺激因素

393 fulfill 1 [ful'fil] vt.履行；实现；满足；使结束（等于fulfil）

394 fulfilled 1 [ful'fild] adj.满足的；十分愉快的 v.实现（fulfill的过去分词）；履行；满足

395 generally 1 ['dʒenərəli] adv.通常；普遍地，一般地

396 geologically 1 [,dʒiə'lɔdʒikəli] adv.从地质学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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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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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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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golf 1 [gɔlf] n.高尔夫球；高尔夫球运动 vi.打高尔夫球 n.(Golf)人名；(西、挪)戈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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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 groundwater 1 ['graund,wɔ:tə] n.地下水 n.(Groundwater)人名；(英)格朗德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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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 half 1 [hɑ:f, hæf] n.一半；半场；半学年 adv.一半地；部分地 adj.一半的；不完全的；半途的 n.(Half)人名；(阿拉伯)哈勒夫；(德)
哈尔夫；(英)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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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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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 Harbor 1 ['hɑ:bə] vt.庇护；怀有 n.海港；避难所 vi.居住，生存；入港停泊；躲藏 n.(Harbor)人名；(英)哈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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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 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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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 head 1 [hed] n.头；头痛；上端；最前的部分；理解力 vt.前进；用头顶；作为…的首领；站在…的前头；给…加标题 vi.出发；
成头状物；船驶往 adj.头的；主要的；在顶端的 n.(Head)人名；(英)黑德

411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412 heard 1 [hə:d] v.听到（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闻知 n.(Heard)人名；(英)赫德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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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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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 Hollywood 1 ['hɔliwud] n.好莱坞

416 home 1 [həum] n.家，住宅；产地；家乡；避难所 adv.在家，回家；深入地 adj.国内的，家庭的；有效的 vt.归巢，回家 n.(Home)
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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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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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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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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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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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huge 1 [hju:dʒ] adj.巨大的；庞大的；无限的 n.(Huge)人名；(英)休奇

423 hybrid 1 ['haibrid] n.杂种，混血儿；混合物 adj.混合的；杂种的

424 hydroxide 1 [hai'drɔksaid] n.[无化]氢氧化物；羟化物

425 idea 1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426 imports 1 [ɪm'pɔː ts] n. 进口商品；进口货 名词import的复数形式.

427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428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429 interesting 1 [ˈɪntrɪstɪŋ，ˈɪntrəstɪŋ] adj.有趣的；引起兴趣的，令人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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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internal 1 n.内脏；本质 adj.内部的；里面的；体内的；（机构）内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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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 investopedia 1 [ɪnvestəʊ'pediə] n. 由 investment 和 encyclopedia 拼缀而成

433 involves 1 英 [ɪn'vɒlv] 美 [ɪn'vɑ lːv] vt. 包含；使忙于；牵涉；使卷入；使陷入

434 journey 1 ['dʒə:ni] n.旅行；行程 vi.旅行 n.(Journey)人名；(英)朱尼，朱妮(女名)

435 junior 1 ['dʒu:njə] adj.年少的；后进的；下级的 n.年少者，晚辈；地位较低者；大学三年级学生 n.(Junior)人名；(英)朱尼尔；(德)
尤尼奥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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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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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 Korea 1 [kə'riə] n.韩国；朝鲜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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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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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 launching 1 ['lɔ:ntʃiŋ, 'lɑ:n] n.发射；下水；创设 v.发射；发动；开始从事（launch的ing形式）

443 leadership 1 ['li:dəʃip] n.领导能力；领导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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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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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 living 1 ['liviŋ] adj.活的；现存的；活跃的；逼真的 n.生活；生存；生计 v.生活；居住（live的ing形式）；度过 n.(Living)人名；
(英)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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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 local 1 ['ləukəl] n.[计]局部；当地居民；本地新闻 adj.当地的；局部的；地方性的；乡土的

450 localizing 1 英 ['ləʊkəlaɪz] 美 ['loʊkəlaɪz] v. 集中；局部化；使地方化；使局部化；找出……的地点

451 locate 1 [英 [ləuˈkeit] 美 [ˈloˌket,loˈket]] vt.位于；查找…的地点 vi.定位；定居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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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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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 losing 1 ['lu:ziŋ] n.损失；失败 adj.输的；失败的；导致失败的 v.失去；损失（lose的ing形式）；错过

455 luminaries 1 英 ['luːmɪnəri] 美 ['luːmɪneri] n. 杰出人物；发光体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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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 magnesium 1 [mæg'ni:ziəm, -ʃi-] n.[化学]镁

458 maintenance 1 ['meintənəns] n.维护，维修；保持；生活费用

459 makers 1 n. 迈克（美国一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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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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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 manufacture 1 [,mænju'fæktʃə] n.制造；产品；制造业 vt.制造；加工；捏造 vi.制造

463 manufacturer 1 [,mænju'fæktʃərə] n.制造商；[经]厂商

464 manufacturers 1 [mænjʊ'fæktʃərəz] n. 生产商；制造商 名词manufacturer的复数形式.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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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467 Mary 1 ['mɛəri] n.玛丽（女子名）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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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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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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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hod 1 ['meθəd] n.方法；条理；类函数 adj.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

473 Mexico 1 ['meksikəu] n.墨西哥

474 Miles 1 [mailz] n.迈尔斯（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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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 million 1 ['miljən] n.百万；无数 adj.百万的；无数的 num.百万 n.(Million)人名；(法、罗、埃塞)米利翁

476 mineral 1 ['minərəl] n.矿物；（英）矿泉水；无机物；苏打水（常用复数表示） adj.矿物的；矿质的

477 mining 1 ['mainiŋ] n.矿业；采矿

478 miracle 1 ['mirəkl] n.奇迹，奇迹般的人或物；惊人的事例 n.(Miracle)人名；(英)米勒克尔；(意、西)米拉克莱

479 modifying 1 英 ['mɒdɪfaɪ] 美 ['mɑːdɪfaɪ] v. 修改；更改；缓和；修饰

480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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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 moved 1 [muːvd] adj.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83 music 1 ['mju:zik] n.音乐，乐曲

484 my 1 [mai;弱mi] pron.我的 int.哎呀（表示惊奇等）；喔唷 n.(My)人名；(越)美；(老、柬)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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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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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 natural 1 ['nætʃərəl] adj.自然的；物质的；天生的；不做作的 n.自然的事情；白痴；本位音 n.(Natural)人名；(西)纳图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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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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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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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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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 nightmares 1 ['naɪtmeəz] n. 噩梦；梦魇 名词nightmar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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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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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7 oceans 1 ['əʊʃnz] n. 大洋

498 offs 1 英 [ɒf] 美 [ɔː f] adv. 表示状态的关闭或离开 prep. 离开；在 ... 之外 adj. 空闲的；离开的；关闭的 v. 离开；脱下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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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operations 1 n.运营；运作；业务操作（operation的复数）

501 option 1 ['ɔpʃən] n.[计]选项；选择权；买卖的特权

502 otherwise 1 adv.否则；另外；在其他方面 adj.另外的；其他方面的；原本，本来 conj.其他；如果不；然后

503 output 1 ['autput, ,aut'put] n.输出，输出量；产量；出产 vt.输出

504 packs 1 [pæk] n. 一群；一副；包裹；一包 v. 包装；解雇；塞满；收拾行李；佩戴

505 partial 1 ['pɑ:ʃəl] adj.局部的；偏爱的；不公平的

506 pay 1 vt.支付，付；偿还，补偿；给予 vi.付款；偿还 n.工资，薪水；付款；报答 adj.收费的；需付费的

507 peter 1 vt.逐渐消失；耗尽 vi.使…精疲力竭 n.麻醉品；保险箱 n.彼得(男子名)

508 played 1 v.演奏；播放；玩耍；参加竞赛（play的过去分词） adj.比赛的

509 playing 1 ['pleiiŋ] n.比赛；演奏 v.玩耍（play的ing形式）

510 policies 1 英 ['pɒləsi] 美 ['pɑ lːəsi] n. 政策；方针 n. 保险单

511 pollution 1 [pə:'lju:ʃən] n.污染 污染物

512 pollutive 1 造成污染的

513 possibly 1 ['pɔsəbli] adv.可能地；也许；大概

514 precursor 1 [pri:'kə:sə, pri-] n.先驱，前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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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 produce 1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517 progra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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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 project 1 [英 [prə̍ dʒekt] 美 [prəˈdʒɛkt] vi.设计；计划；表达；投射 vt.设计；计划；发射；放映 n.工程；计划；事业

519 promise 1 ['prɔmis] n.许诺，允诺；希望 vt.允诺，许诺；给人以…的指望或希望 vi.许诺；有指望，有前途

520 pros 1 [prəuz] n.赞成者；赞成的意见（pro的复数） abbr.舞台前部（proscenium）；诗体学（prosody） n.(Pros)人名；(法)普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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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瑞典)普罗斯

521 protests 1 英 ['prəʊtest] 美 ['proʊtest] n. 抗议；反对 v. 抗议；反对；申明；断言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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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 puts 1 [pʊts] n. C语言的字符串输出语句

524 quarantine 1 ['kwɔrənti:n] vt.检疫；隔离；使隔离 n.检疫；隔离；检疫期；封锁 vi.实行隔离

525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526 quieter 1 ['kwaɪətə] n. 内燃机的消音装置

527 quite 1 [kwait] adv.很；相当；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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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 ramping 1 [ræmpɪŋ] n. 暴跳；乱撞；恐吓 动词ramp的现在分词.

530 real 1 ['riəl, ri:l] adj.实际的；真实的；实在的 adv.真正地；确实地 n.现实；实数 n.(Real)人名；(德、西、葡、法)雷亚尔；(英)里
尔

531 realistic 1 [,riə'listik, ,ri:-] adj.现实的；现实主义的；逼真的；实在论的

532 refining 1 [rɪ'faɪnɪŋ] n. 精炼法；改善；匀料 动词refin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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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 relationship 1 [ri'leiʃənʃip] n.关系；关联

535 release 1 [ri'li:s] vt.释放；发射；让与；允许发表 n.释放；发布；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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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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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 reporter 1 [ri'pɔ:tə] n.记者

539 require 1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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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 result 1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542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543 ripple 1 ['ripl] n.波纹；涟漪；[物]涟波 vi.起潺潺声 vt.在…上形成波痕 n.(Ripple)人名；(英)里普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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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 riviera 1 [,rivi'εərə] n.里维埃拉（南欧沿地中海一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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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 rod 1 n.棒；惩罚；枝条；权力 n.(Rod)人名；(英、法、德、捷、希)罗德；(阿拉伯)鲁德；(老)罗

548 roof 1 [ru:f, ruf] n.屋顶；最高处，顶部；最高限度 vt.给…盖屋顶，覆盖 n.(Roof)人名；(英)鲁夫

549 rules 1 n.[数]规则；条例（rule的复数形式） v.统治；支配；裁定（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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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 saline 1 ['seilain, -li:n] adj.盐的；含盐分的 n.盐湖；碱盐泻药

552 salt 1 [sɔ:lt] n.盐；风趣，刺激性 adj.咸水的；含盐的，咸味的；盐腌的；猥亵的 vt.用盐腌；给…加盐；将盐撒在道路上使冰或
雪融化 n.(Salt)人名；(西)萨尔特；(英)索尔特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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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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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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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 secret 1 ['si:krit] n.秘密；秘诀；机密 adj.秘密的；机密的 n.(Secret)人名；(法)塞克雷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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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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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9 senior 1 ['si:njə] adj.高级的；年长的；地位较高的；年资较深的，资格较老的 n.上司；较年长者；毕业班学生 n.(Senior)人名；
(英)西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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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 shame 1 [ʃeim] n.羞耻，羞愧；憾事，带来耻辱的人 vt.使丢脸，使羞愧 n.(Shame)人名；(科特)沙梅

562 shanghai 1 ['ʃæŋhai; 'ʃæŋ'hai] n.上海（中国东部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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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shout 1 [ʃaut] vi.呼喊；喊叫；大声说 vt.呼喊；大声说 n.呼喊；呼叫

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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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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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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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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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 sky 1 [skai] n.天空；顶点 vt.把…投向空中；把…挂得过高 vi.踢或击高空球；把桨叶翘得过高；飞涨 n.(Sky)人名；(英)斯凯

569 small 1 [smɔ:l] adj.少的，小的；微弱的；几乎没有的；不重要的；幼小的 adv.小小地；卑鄙地 n.小件物品；矮小的人 n.(Small)
人名；(英)斯莫尔

570 smartphones 1 [s'mɑ tːfəʊnz] 智能手机

571 socially 1 ['səuʃəli] adv.在社会上；在社交方面；善于交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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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 south 1 [sauθ, sauð] n.南方，南边；南部 adv.在南方，向南方 adj.南的，南方的 n.(South)人名；(老)苏；(英)索思

574 speak 1 [spi:k] vi.说话；演讲；表明；陈述 vt.讲话；发言；讲演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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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 spreading 1 ['spredɪŋ] n.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

577 staking 1 ['steɪkɪŋ] n. (道路)立桩标定线；立桩标界 动词stake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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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 started 1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80 station 1 n.车站；驻地；地位；身份 vt.配置；安置；驻扎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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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 st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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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3 story 1 ['stɔ:ri] n.故事；小说；新闻报道；来历；假话 vt.用历史故事画装饰 vi.说谎 n.(Story)人名；(英)斯托里

584 suborbital 1 [sʌb'ɔ:bitəl] adj.眶下的；亚轨道的；不满轨道一整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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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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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 sustainability 1 [sə̩ steɪnə'bɪləti] n. 持续性，能维持性；【环境】可持续性

588 SUVs 1 n.Suva, Fiji 斐济( SUV的名词复数 ); Suva, Fiji Islands (Nandi Airport) 斐济; Sons of Union Veterans 老老之子; Saybolt
universal visscosity 赛氏通用粘度

589 tech 1 [tek] n.技术学院或学校 abbr.技术（technology）；技术员（technician） n.(Tech)人名；(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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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1 terms 1 [tə:mz] n.地位，关系；[法]条款；术语；措辞；价钱（term的复数形式） v.把…称为（term的三单形式）

592 theoretically 1 [θiə'retikəli] adv.理论地；理论上

593 thermal 1 adj.热的；热量的；保热的 n.上升的热气流

594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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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6 think 1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597 thought 1 [θɔ:t] n.思想；思考；想法；关心 v.想，思考；认为（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98 threaten 1 ['θretən] vt.威胁；恐吓；预示 vi.威胁；可能来临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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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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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 tip 1 vi.给小费；翻倒；倾覆 vt.给小费；倾斜；翻倒；装顶端 n.小费；尖端；小建议，小窍门；轻拍

602 titanium 1 [tai'teiniəm, ti-] n.[化学]钛（金属元素）

603 tomorrow 1 [tə'mɔrəu, -'mɔ:-] n.明天；未来 adv.明天；未来地（等于to-morrow）

604 ton 1 [tʌn, tuŋ] n.吨；很多，大量 n.(Ton)人名；(西、俄、捷、荷)托恩；(柬)敦；(东南亚国家华语)通；(朝)敦

605 tons 1 [tʌnz] ad. [口]极其；非常

606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听力特快 www.listeningexpress.com

http://www.listeningexpress.com/


607 towards 1 [tə'wɔ:dz, tu-, 'təuədz, twɔ:dz] prep.朝，向；对于；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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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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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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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 treasure 1 ['treʒə, 'trei-] n.财富，财产；财宝；珍品 vt.珍爱；珍藏 n.(Treasure)人名；(英)特雷热

612 treks 1 [trek] vi. 长途跋涉 n. 艰苦跋涉

613 trivia 1 ['triviə] n.琐事

614 truck 1 [trʌk] n.卡车；交易；手推车 vi.驾驶卡车；以物易物 vt.交易；以卡车运输 adj.（美）运货汽车的 n.(Truck)人名；(德)特
鲁克

615 trucks 1 [trʌk] n. 卡车；手推车；敞篷货车 n. 交易；交往；商品蔬菜；实物工资；<口>垃圾 v. 以卡车运 v. 交易；打交道

616 turned 1 adj.被转动的；变质的；车削的 v.使变成（turn的过去式）；转动

617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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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 uh 1 [ʌn, ən] int.嗯啊 abbr.上半部分（upperhalf） n.(Uh)人名；(挪)乌赫

620 union 1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621 unused 1 [,ʌn'ju:zd] adj.不用的；从未用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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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 u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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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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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 usual 1 ['ju:ʒuəl] adj.通常的，惯例的；平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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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 ve 1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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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 Vermont 1 [və:'mɔnt] n.佛蒙特州（美国州名，略作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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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1 visiting 1 ['vizitiŋ] n.拜访，访问；参观 adj.参观的；游览的 v.参观（visit的现在分词）；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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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 wait 1 [weit] vt.等候；推迟；延缓 vi.等待；耽搁；伺候用餐 n.等待；等候 n.(Wait)人名；(英)韦特；(捷)魏特

634 wasn 1 abbr. 无线、随意及感测网路研讨会（Workshop on Wireless 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

635 wasteland 1 ['weistlænd, -lənd] n.荒地，不毛之地；未开垦地，荒漠；（精神或文化上的）贫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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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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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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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 whenever 1 [hwen'evə, hwən-] conj.每当；无论何时 adv.不论何时；随便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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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642 wise 1 [waiz] adj.明智的；聪明的；博学的 vt.使知道；教导 vi.了解 n.(Wise)人名；(英)怀斯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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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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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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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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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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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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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9 yes 1 [jes] adv.是,是的 n.是（表示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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