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nn10 2022-05-16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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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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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ccused 1 [ə'kju:zd] n.被告 adj.被控告的 v.指责；控告（accuse的过去式）

4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5 act 2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6 adopting 1 英 [ə'dɒpt] 美 [ə'dɑːpt] v. 采用；收养；接受

7 Africa 1 ['æfrikə] n.非洲

8 African 1 ['æfrikən] adj.非洲的，非洲人的 n.非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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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gainst 2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11 ahead 1 adj.向前；在前的；领先 adv.向前地；领先地；在（某人或某事物的）前面；预先；在将来，为未来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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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lgorithmic 1 [,ælgə'riðmik] adj.[数]算法的；规则系统的

14 alignment 1 [ə'lainmənt] n.队列，成直线；校准；结盟

15 all 2 [ɔ:l] adj.全部的 adv.全然地；越发 n.全部 pron.全部 n.(All)人名；(瑞典)阿尔；(英)奥尔

16 allegedly 1 adv.依其申述；据说，据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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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lmanac 1 ['ɔ:lmənæk] n.年鉴；历书；年历

19 almost 2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20 alone 1 [ə'ləun] adj.独自的；单独的；孤独的 adv.独自地；单独地

21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22 also 5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23 although 1 conj.尽管；虽然；但是；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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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merican 1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26 Americas 1 [ə'merikəz] n.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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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n 8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9 anch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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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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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and 38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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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anonymity 1 [,ænə'niməti] n.匿名；匿名者；无名之辈

34 anonymous 1 [ə'nɔniməs] adj.匿名的，无名的；无个性特征的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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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answers 1 英 ['ɑːnsə(r)] 美 ['ænsər] v. 回答；答复；接电话 n. 答案；回答；答复

37 an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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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anyone 1 ['eniwʌn] pron.任何人；任何一个

39 appeal 1 [ə'pi:l] vi.呼吁，恳求；上诉；诉诸，求助；有吸引力，迎合爱好；（体育比赛中）诉诸裁判 n.呼吁，请求；吸引力，
感染力；上诉；诉诸裁判 vt.将…上诉，对…上诉

40 appear 1 vi.出现；显得；似乎；出庭；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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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are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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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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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area 2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44 armed 1 [ɑ:md] adj.武装的；有扶手的；有防卫器官的（指动物） n.(Armed)人名；(科摩)阿米德

45 armor 1 ['ɑ:mə] n.[军]装甲；盔甲 vt.为…装甲 n.(Armor)人名；(法、英)阿莫尔

46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47 arrived 2 [a'raɪvd] adj.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8 as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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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assets 2 ['æset] n. 资产；优点；有用的东西

50 a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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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atmosphere 1 n.气氛；大气；空气

52 attack 3 [ə'tæk] n.攻击；抨击；疾病发作 vt.攻击；抨击；动手干 vi.攻击；腐蚀 n.(Attack)人名；(瑞典)阿塔克

53 attacking 1 [ə'tæk] n. 攻击；抨击 v. 攻击；抨击；发动攻击；（疾病）侵袭

54 attacks 1 [ə'tæk] n. 攻击；抨击 v. 攻击；抨击；发动攻击；（疾病）侵袭

55 auction 1 ['ɔ:kʃən] vt.拍卖；竞卖 n.拍卖

56 author 1 ['ɔ:θə] n.作者；作家；创始人 vt.创作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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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autumn 1 ['ɔ:təm] n.秋天；成熟期；渐衰期，凋落期 adj.秋天的，秋季的 n.(Autumn)人名；(英)奥特姆

59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60 backed 2 [bækt] adj.有背的；有财力支持的 v.支持；使后退（back的过去分词）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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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be 10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63 because 3 [bi'kɔz] conj.因为

64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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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before 4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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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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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beholden 1 [bi'həuldən] adj.负有义务的；蒙恩的；对…表示感谢的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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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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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bigger 1 [bɪgə] adj. 更大的 形容词big的比较级.

73 binoculars 1 [bi'nɔkjuləs] n.[光]双筒望远镜；[光]双筒镜，[光]双目镜

74 bitcoin 5 点对点（peer-to-peer）基于网络的匿名数字货币

75 bizarre 1 [bi'zɑ:] adj.奇异的（指态度，容貌，款式等）

76 blacks 1 ['blæks] n. 黑人 名词black的复数形式.

77 block 1 n.块；街区；大厦；障碍物 vt.阻止；阻塞；限制；封盖 adj.成批的，大块的；交通堵塞的 n.(Block)人名；(英、法、
德、西、葡、芬、罗)布洛克

78 blood 5 [blʌd] n.血，血液；血统 vt.从…抽血；使先取得经验 n.(Blood)人名；(英、西)布拉德

79 bloom 1 [blu:m] n.花；青春；旺盛 vt.使开花；使茂盛 vi.开花；茂盛 n.(Bloom)人名；(瑞典、西)布洛姆；(英)布卢姆

80 blue 4 n.蓝色；[复数]（美国海、陆、空三军穿的）蓝色制服；蓝颜料；[theblue(s)][用作单数或复数]布鲁斯（歌曲）（一种伤
感的美国黑人民歌 adj.蓝色的；沮丧的，忧郁的；下流的 vt.把…染成蓝色；使成蓝色；给…用上蓝剂；用上蓝剂于 vi.变成
蓝色，呈蓝色 n.（英、西、意）布卢（人名）

81 body 1 ['bɔdi] n.身体；主体；大量；团体；主要部分 vt.赋以形体 n.(Body)人名；(英、法、罗)博迪

82 bonds 1 英 [bɒnd] 美 [bɑːnd] n. 债券；结合；协定；联系；情谊；黏合剂 vt. 使结合；为 ... 作保 vi. 连结；粘合

83 bones 3 英 [bəʊnz] 美 [boʊnz] n. 骨骼 名词bone的复数形式.

84 boosted 1 [buːst] v. 提高；增加；鼓励；举起；为...做宣传 n. 增加；推进；鼓励

85 boris 1 ['bɔris] n.鲍里斯（男子名）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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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力特快 www.listeningexpress.com

http://www.listeningexpress.com/


匈)博特

87 bought 1 [bɔ:t] v.买（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8 brighter 1 [braɪt] adj. 明亮的；聪明的；阳光的；生动的；有前途的 adv. 一早 n. 亮色

89 broadcasting 1 ['brɔ:d,kɑ:stiŋ, -,kæstiŋ] n.播放；广播节目 v.广播（broadcast的ing形式）

90 broke 1 [brəuk] adj.一文不名的，破产的 v.打破，断掉（break的过去式） n.(Broke)人名；(英)布罗克

91 buffalo 4 n.[畜牧][脊椎]水牛；[脊椎]野牛（产于北美）；水陆两用坦克 n.(Buffalo)人名；(英)布法罗 vt.威胁;欺骗;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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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bu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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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buying 1 n.买进 v.购买；获得；收买（buy的ing形式）

95 by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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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calendar 1 ['kælində] n.日历；[天]历法；日程表 vt.将…列入表中；将…排入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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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call 2 [kɔ:l] vi.呼叫；拜访；叫牌 vt.呼叫；称呼；召集 n.电话；呼叫；要求；访问 n.(Call)人名；(瑞典、罗)卡尔；(英)考尔

99 calle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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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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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ca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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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cap 1 [kæp] n.盖；帽子 vi.脱帽致意 vt.覆盖；胜过；给…戴帽；加盖于 n.(Cap)人名；(法、德、罗)卡普；(塞、捷)察普

103 capital 1 ['kæpitəl] n.首都，省会；资金；大写字母；资本家 adj.首都的；重要的；大写的 n.(Capital)人名；(法)卡皮塔尔

104 Carl 3 [kɑ:l] n.卡尔（男名）

105 carried 1 ['kærid] adj.被运的；入神的；忘我的 v.保持（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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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cents 1 [sents] n. 分，一分钱的硬币( cent的名词复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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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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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char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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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charged 1 [tʃɑ:dʒd] adj.带电的；充满感情的；气氛紧张的 vt.填充

112 charges 1 [t'ʃɑːdʒɪz] n. 费用

113 christie 2 ['kristi] n.克里斯蒂（姓氏）；挪威首都奥斯陆的旧称

114 church 1 [tʃə:tʃ] n.教堂；礼拜；教派 adj.教会的；礼拜的 vt.领…到教堂接受宗教仪式 n.(Church)人名；(英)丘奇

115 city 3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116 claimed 1 [kleɪm] n. 要求；要求权；主张；断言；声称；要求物 vt. 要求；请求；主张；声称；断言

117 claw 1 [klɔ:] n.爪；螯，钳；爪形器具 vi.用爪抓（或挖） vt.用爪抓（或挖）

118 cli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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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clo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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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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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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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coin 4 [kɔin] vt.铸造（货币）；杜撰，创造 n.硬币，钱币 n.(Coin)人名；(西、意)科因；(法)库安

123 coins 4 n.硬币（coin的复数）

124 collapse 1 vi.倒塌；瓦解；暴跌 vt.使倒塌，使崩溃；使萎陷；折叠 n.倒塌；失败；衰竭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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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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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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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commissioner 1 [kə'miʃənə] n.理事；委员；行政长官；总裁

129 community 2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130 complex 1 ['kɔmpleks] adj.复杂的；合成的 n.复合体；综合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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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complicated 1 ['kɔmplikeitid] adj.难懂的，复杂的

132 computational 1 [kəmpju:'teiʃənəl] adj.计算的

133 concerned 1 [kən'sə:nd] adj.有关的；关心的 v.关心（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与…有关

134 concerning 1 [kən'sə:niŋ] prep.关于；就…而言 v.涉及；使关心（concern的ing形式）；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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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confidence 1 ['kɔnfidəns] n.信心；信任；秘密 adj.（美）诈骗的；骗得信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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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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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correspondent 1 [,kɔ:ri'spɔndənt] n.通讯记者；客户；通信者；代理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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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counterfeit 1 ['kauntəfit] vt.伪造，仿造；假装，伪装 vi.仿造；假装 n.赝品；冒牌货；伪造品 adj.假冒的，伪造的；虚伪的

142 count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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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county 1 ['kaunti] n.郡，县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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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covered 1 ['kʌvəd] adj.覆盖了的；隐蔽着的；有屋顶的 v.覆盖；包括；掩护（cover的过去分词）

146 cra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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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crashing 1 ['kræʃiŋ] adj.彻底的；最好的；猛撞的 v.打碎（crash的ing形式）

148 cretaceous 1 [kri'teiʃəs] adj.白垩纪的；似白垩的 n.白垩纪；白垩系

149 crime 4 [kraim] n.罪行，犯罪；罪恶；犯罪活动 vt.控告……违反纪律

150 critics 1 [k'rɪtɪks] 评论家们

151 crunching 1 [krʌntʃ] v. 发出碎裂声；嘎吱嘎吱地咀嚼；嘎喳嘎喳地碾过 n. 嘎吱声；艰难局面；关键时刻

152 crypto 6 ['kriptəu] n.秘密赞同者；秘密党员

153 cryptocurrency 5 英[krɪptəʊkʌrənsi] 美[krɪptoʊkɜ rːənsi] 加密货币

154 currency 2 ['kərənsi] n.货币；通货

155 Dakota 1 [də'kəutə] n.达科他（美国过去一地区名，现分为南、北达科他州） adj.达科他人的

156 darker 1 英 [dɑːk] 美 [dɑ rːk] adj. 黑暗的；深色的 n. 黑暗；暗处；深色调 v. 使变黑；变黑

157 darkness 1 ['dɑ:knis] n.黑暗；模糊；无知；阴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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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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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death 1 [deθ] n.死；死亡；死神；毁灭 n.(Death)人名；(英)迪阿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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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declaration 1 [,deklə'reiʃən] n.（纳税品等的）申报；宣布；公告；申诉书

163 deeper 1 ['diː pə] adj. 更深 形容词deep的比较级形式.

164 degree 1 [di'gri:] n.程度，等级；度；学位；阶层

165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66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167 digging 1 ['digiŋ] n.挖掘，采掘 v.挖掘，发掘（dig的现在分词形式）

168 digital 2 ['didʒitəl] adj.数字的；手指的 n.数字；键

169 dino 1 ['di:nəu] n.意大利人，流浪汉 n.(Dino)人名；(法、意、西、葡)迪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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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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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dollar 3 ['dɔlə] n.美元 n.(Dollar)人名；(英)多拉尔

173 dollars 4 n. 美元（dollar的复数）

174 d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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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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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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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doubters 1 n.怀疑者( doubter的名词复数 )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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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dropped 2 [drɒpt] v. 降下(减少；划线；停止；除去)

179 dropping 2 ['drɔpiŋ] n.落下；空投；滴下物 v.落下；退出（drop的ing形式）；滴入；随口漏出

180 drove 1 n.畜群；牛群、羊群等；移动的人群或大批的东西 (Drove)人名；德罗韦 v.驾驶（drive的过去式）；赶(牲畜)；(牲畜贩
子)买卖(牲畜)

181 drugs 1 [drʌgz] n.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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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arth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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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easy 1 ['i:zi] adj.容易的；舒适的 adv.不费力地，从容地 vi.停止划桨 vt.发出停划命令

185 eclipse 12 [i'klips] vt.使黯然失色；形成蚀 n.日蚀，月蚀；黯然失色

186 eclipses 1 [ɪ'klɪps] n. 日或月食；丧失；没落 vt. 形成日或月食；使 ... 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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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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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L 3 [el] abbr.预期损失（ExpectedLoss）

190 elliptical 1 [i'liptik,-kəl] adj.椭圆的；省略的

191 elon 1 [ɪ'lɒn] 埃伦(可溶性显影剂粉末)

192 en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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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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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engineering 2 [,endʒi'niəriŋ] n.工程，工程学 v.设计；管理（engineer的ing形式）；建造

195 enjoy 1 [in'dʒɔi] vt.欣赏，享受；喜爱；使过得快活

196 entire 3 [in'taiə] adj.全部的，整个的；全体的 n.(Entire)人名；(英)恩泰尔

197 entrepreneurs 1 [ɒntrəprə'nɜːz] 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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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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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rie 1 n.伊利湖（北美五大湖之一）；伊利（美国港市）；伊利人

201 et 2 [i:ti:] conj.（拉丁语）和（等于and）

202 ethan 1 ['i:θən] n.伊桑（男子名）

203 Europe 1 ['juərəp] n.欧洲

204 evaporates 1 [ɪ'væpəreɪt] v. 蒸发；失去水分；消失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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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eventually 1 [i'ventʃuəli] adv.最后，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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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verything 1 pron.每件事物；最重要的东西；（有关的）一切；万事

209 evil 1 ['i:vəl] adj.邪恶的；不幸的；有害的；讨厌的 n.罪恶，邪恶；不幸

210 exchange 1 [iks'tʃeindʒ] n.交换；交流；交易所；兑换 vt.交换；交易；兑换 vi.交换；交易；兑换

211 expected 2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212 experience 1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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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extreme 1 [ik'stri:m] adj.极端的；极度的；偏激的；尽头的 n.极端；末端；最大程度；极端的事物

215 eyes 1 n.眼睛（eye的复数） n.(Eyes)人名；(英)艾斯

216 fabricated 1 ['fæbrɪkeɪt] adj. 制造好的；装配式的 动词fabric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17 facing 1 ['feisiŋ] n.饰面；衣服等的贴边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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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fall 2 [fɔ:l] vi.落下；变成；来临；减弱 n.下降；秋天；瀑布 vt.砍倒；击倒 adj.秋天的 n.(Fall)人名；(法、芬、瑞典)法尔；(英、
匈)福尔；(阿拉伯)法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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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Falls 1 [fɔ:ls] n.[水文]瀑布；陨石 v.下降（fall的第三人称单数） n.(Falls)人名；(英)福尔斯

221 faltered 1 英 ['fɔː ltə(r)] 美 ['fɔː ltər] vi. 动摇；迟疑；支吾地说；蹒跚地走 vt. 蹒跚地走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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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farmer 1 ['fɑ:mə] n.农夫，农民 n.(Farmer)人名；(英)法默；(法)法尔梅；(西)法梅尔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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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Feder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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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fell 1 [fel] adj.凶猛的；毁灭性的 vt.砍伐；打倒；击倒 n.[林]一季所伐的木材；折缝；兽皮 v.掉下；摔倒；下垂；变坏（fall的过
去式） n.(Fell)人名；(英、法、德)费尔

227 few 1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228 filtering 1 ['filtəriŋ] v.[化工]过滤，滤除（filter的ing形式）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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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financial 4 [fai'nænʃəl] adj.金融的；财政的，财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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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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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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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flower 3 ['flauə] n.花；精华；开花植物 vi.成熟，发育；开花；繁荣；旺盛 vt.使开花；用花装饰 n.(Flower)人名；(英)弗劳尔

235 flowers 1 英 ['flaʊə(r)] 美 ['flaʊər] n. 花；开花植物；精华；盛时 v. 开花；成熟；用花装饰

236 follows 1 ['fɒləʊz] n. 跟随；遵照 名词follow的复数形式.

237 for 10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238 Forks 1 n.福克斯（美国地名）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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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Francis 2 ['frɑ:nsis] n.弗朗西斯（男子名，义为自由之人）

241 from 4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42 fu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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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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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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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Garcia 1 ['ga:ʃjə] n.加西亚（姓氏）

246 gendron 1 n. 金德伦

247 gener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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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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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gets 1 ['ɡets]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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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given 2 adj.赠予的；沉溺的；规定的 prep.考虑到 v.给予（give的过去分词） n.(Given)人名；(英、土)吉文

252 glow 1 [gləu] vi.发热；洋溢；绚丽夺目 n.灼热；色彩鲜艳；兴高采烈

253 g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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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going 1 ['gəuiŋ] n.行为；离去；工作情况；地面状况 adj.流行的；进行中的；现存的 v.前进；出发；运转（go的ing形式） n.
(Going)人名；(英)戈因

255 good 2 [gud] adj.好的；优良的；愉快的；虔诚的 n.好处；善行；慷慨的行为 adv.好 n.(Good)人名；(英)古德；(瑞典)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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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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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guard 2 [gɑ:d] n.守卫；警戒；护卫队；防护装置 vi.警惕 vt.保卫；监视 n.(Guard)人名；(英)格尔德

259 guess 1 [ges] vt.猜测；认为；推测；猜中 vi.猜；推测；猜中 n.猜测；推测 n.(Guess)人名；(英)格斯；(德)居斯

260 guessed 1 [ɡes] v. 推测；猜中；以为 n. 猜测；猜想

261 guilty 1 ['gilti] adj.有罪的；内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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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gun 1 n.枪支；枪状物；持枪歹徒 vi.用枪射击；加大油门快速前进 vt.向…开枪；开大油门 n.(Gun)人名；(瑞典)贡；(英)冈；
(俄、意)古恩

263 hackers 1 ['hækərz] 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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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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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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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happy 1 ['hæpi] adj.幸福的；高兴的；巧妙的 n.(Happy)人名；(英、瑞典、喀)哈皮

268 hard 2 adj.努力的；硬的；困难的；辛苦的；确实的；严厉的；猛烈的；冷酷无情的 adv.努力地；困难地；辛苦地；接近地；
猛烈地；牢固地 n.（Hard）人名；(英、芬、瑞典)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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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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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hate 3 [heit] vt.憎恨；厌恶；遗憾 vi.仇恨 n.憎恨；反感 n.(Hate)人名；(法)阿特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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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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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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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heavily 1 ['hevili] adv.沉重地；猛烈地；沉闷地

276 hemisphere 1 ['hemi,sfiə] n.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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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hig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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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Hills 1 n.希尔思（猫粮品牌）

280 him 1 [him, 弱im] pron.他（宾格） n.(Him)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欣；(柬)亨；(中)谦(广东话·威妥玛)

281 his 2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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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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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house 1 [haus, hauz] n.住宅；家庭；机构；议会；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覆盖；给…房子住；把…储藏在房内 vi.住 n.(House)人
名；(英)豪斯

285 hue 1 n.色彩；色度；色调；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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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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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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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ignore 1 [ig'nɔ:] vt.驳回诉讼；忽视；不理睬

290 illicit 1 [i'lisit] adj.违法的；不正当的

291 impossible 1 [im'pɔsəbl] adj.不可能的；不可能存在的；难以忍受的；不真实的 n.不可能；不可能的事

292 in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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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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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increasingly 1 [in'kri:siŋli] adv.越来越多地；渐增地

295 indicating 1 ['ɪndɪkeɪtɪŋ] adj. 指示的；标志的 动词indicate的现在分词.

296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297 inflict 1 [in'flikt] vt.造成；使遭受（损伤、痛苦等）；给予（打击等）

298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299 initial 1 [i'niʃəl] adj.最初的；字首的 vt.用姓名的首字母签名 n.词首大写字母

300 injured 1 ['indʒəd] adj.受伤的；受损害的

301 inner 1 ['inə] adj.内部的；内心的；精神的 n.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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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instability 1 [,instə'biləti] n.不稳定（性）；基础薄弱；不安定

304 intere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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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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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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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investigators 2 [ɪn'vestɪɡeɪtəz] 侦查人员

307 investor 1 [in'vestə] n.投资者

308 investors 2 [ɪn'vestəz] 投资者

309 invites 1 [ɪn'vaɪt] vt. 邀请；请求；招致；招待

310 is 20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311 it 23 [ɪt] pron.[指无生命的东西、动物、植物]它；这；那 pron.指已提到或将提及的事物、活动、经验、抽象观念等 pron.在不分
性别或情况不详时指代 pron.作无人称动词的主语，表示天气、时日、距离、状态、温度等等 abbr.信息技术
informationtechnology

312 its 5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313 jews 1 犹太人

314 john 1 [dʒɔn] n.厕所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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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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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killed 1 [kild] adj.被杀死的；镇静的；隔开的 vt.杀（kill的过去分词）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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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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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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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Laguna 1 [lə'gu:nə] n.小池；小湖 n.(Laguna)人名；(西)拉古纳

322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323 las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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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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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least 4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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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led 2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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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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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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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lighter 1 n.打火机；驳船；点火者 vt.驳运 n.(Lighter)人名；(罗)利格特尔 adj.（light的比较级）较轻的；较淡的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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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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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ll 2 abbr.陆上通信线（LandLines）；下限（LowerLimit）；低电平（LowLevel）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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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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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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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looking 2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339 lost 2 [lɔst, lɔ:st] adj.失去的；丧失的；迷惑的 v.遗失（lose的过去分词）；失败

340 lo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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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low 1 [ləu] adj.低的，浅的；卑贱的；粗俗的；消沉的 adv.低声地；谦卑地，低下地 n.低；低价；低点；牛叫声 vi.牛叫 n.(Low)
人名；(英、德)洛

342 luna 1 ['lju:nə] n.月亮；月神

343 luna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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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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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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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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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ma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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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man 1 [mæn] n.人；男人；人类；丈夫；雇工 vt.操纵；给…配置人员；使增强勇气；在…就位 n.(Man)人名；(俄)马恩；(英、
葡、意、罗、捷、尼、老、缅、柬)曼；(日)万(名)

348 managing 1 ['mænidʒiŋ] adj.管理的；节约的；爱管闲事的 v.管理；设法对付（manage的ing形式）

349 mania 1 ['meiniə] n.狂热；狂躁；热衷 n.(Mania)人名；(罗、阿拉伯、西)马尼亚

350 manifesto 2 [,mæni'festəu] n.宣言；声明；告示 vi.发表宣言

351 market 2 ['mɑ:kit] n.市场；行情；股票市场；市面；集市；销路；商店 vt.在市场上出售 vi.做买卖 n.(Market)人名；(塞)马尔凯特

352 markets 2 英 ['mɑːkɪt] 美 ['mɑ rːkɪt] n. 市场；集市 v. 销售；推销；买卖

353 math 1 [mæθ] n.数学（等于mathematics） n.(Math)人名；(德)马特；(柬)马；(英)马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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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mayor 3 ['mεə] n.市长 n.(Mayor)人名；(英)梅厄；(法、西、俄)马约尔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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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mechanisms 1 ['mekənɪzəmz] 机制

358 Miami 2 n.迈阿密（美国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南部港市）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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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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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millionaire 1 [,miljə'nεə] n.百万富翁；大富豪 adj.100万以上人口的

362 mined 1 [maɪnd] adj. 开采的 动词m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363 mining 1 ['mainiŋ] n.矿业；采矿

364 moments 1 英 ['məʊmənt] 美 ['moʊmənt] n. 片刻 名词moment的复数形式.

365 money 3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366 monstrous 1 ['mɔnstrəs] adj.巨大的；怪异的；荒谬的；畸形的

367 month 3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368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369 moon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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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 mo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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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 most 2 [məust] adv.最；非常，极其；最多；几乎 adj.大部分的，多数的；最多的 n.大部分，大多数 n.(Most)人名；(德、俄、
法、芬、捷、英)莫斯特

372 motivated 2 ['məutiveitid] adj.有动机的；有积极性的 v.使产生动机；激发…的积极性（motiv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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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 murder 1 ['mə:də] vt.谋杀，凶杀 n.谋杀，凶杀 vi.杀人，犯杀人罪

375 musk 1 [mʌsk] n.麝香；麝香鹿；麝香香味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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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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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379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380 nebulous 1 ['nebjuləs] adj.朦胧的；星云的，星云状的

381 need 2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382 neighbors 1 ['neɪbɔː z] n. 邻居 名词neighbor的复数形式. =neighbours.

383 new 5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384 newer 1 [n'juːər] adj. 较新的 形容词new的比较级.

385 night 2 [nait] n.夜晚，晚上；黑暗，黑夜 adj.夜晚的，夜间的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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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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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 northern 1 ['nɔ:ðən] adj.北部的；北方的 n.北部方言

389 not 7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390 nothing 1 ['nʌθiŋ] neg.没什么；毫不 n.无；零；不关紧要之事 adv.毫不；决不 pron.无事；无物 int.什么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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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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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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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 occurs 2 [ə'kɜːz] 动词occur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94 of 49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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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 offic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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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 official 1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398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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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O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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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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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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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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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 opposite 1 ['ɔpəzit, -sit] adj.相反的；对面的；对立的 n.对立面；反义词 prep.在…的对面 adv.在对面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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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 orbit 2 ['ɔ:bit] n.轨道；眼眶；势力范围；生活常规 vi.盘旋；绕轨道运行 vt.绕…轨道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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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 others 3 pron.其他人

410 our 8 ['auə, ɑ:] pron.我们的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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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outer 1 ['autə] adj.外面的，外部的；远离中心的 n.环外命中

413 outrageous 1 [aut'reidʒəs] adj.粗暴的；可恶的；令人吃惊的

414 outside 2 [,aut'said, 'aut'said] adj.外面的，外部的；外来的 n.外部；外观 adv.在外面，向外面；在室外 prep.在…范围之外

415 ov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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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 oversight 1 ['əuvəsait] n.监督，照管；疏忽

417 pacific 1 adj.和平的；温和的；平静的 n.太平洋 adj.太平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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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 panic 1 ['pænik] n.恐慌，惊慌；大恐慌 adj.恐慌的；没有理由的 vt.使恐慌 vi.十分惊慌 n.(Panic)人名；(罗)帕尼克

420 parking 1 ['pɑ:kiŋ] n.停车 adj.停车的 v.停车（park的ing形式） n.(Parking)人名；(英)帕金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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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partial 2 ['pɑ:ʃəl] adj.局部的；偏爱的；不公平的

423 partly 1 ['pɑ:tli] adv.部分地；在一定程度上

424 passes 2 ['paː sɪz] n. 途径；通行 名词pass的复数形式.

425 paying 1 ['pei'ŋ] adj.支付的；赢利的；合算的 n.支付；填缝；放送绳链 v.支付；报答（pay的ing形式）

426 payton 1 佩顿（男子名）

427 peaking 1 [piː kɪŋ] n. 剧烈增加；脉冲修尖 动词peak的现在分词形式.

428 peg 1 [peg] n.钉；桩；借口；琴栓 vt.限制；钉木钉 vi.疾行；孜孜不倦地做某事 adj.越往下端越细的 n.(Peg)人名；(英)佩格(女子
教名Margaret的昵称)；(西)佩格

429 penumbra 2 [pi'nʌmbrə] n.半影

430 penumbral 1 [pi'nʌmbrəs] adj.日月半影的；界限不明的

431 people 6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432 percent 1 [pə'sent] n.百分比，百分率；部分；百分数 adj.百分之…的 adv.以百分之…地

433 perfect 1 ['pə:fikt, pə'fekt] adj.完美的；最好的；精通的 vt.使完美；使熟练 n.完成式 n.(Perfect)人名；(英)珀费克特

434 perigee 1 ['peridʒi:] n.近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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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phrase 1 [freiz] n.短语,习语,措辞,乐句 vt.措词,将(乐曲)分成乐句

436 pivotal 1 ['pivətl] adj.关键的；中枢的；枢轴的 n.关键事物；中心事物

437 pleaded 1 v.辩护（plead的过去式）

438 polic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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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 popular 3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440 possible 2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441 posted 1 英 ['pəʊstɪd] 美 ['poʊstɪd] adj. 有职位的；消息灵通的；发布的 动词po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42 presents 1 [p'rɪzents] n. 礼物 名词present的复数形式.

443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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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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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 process 1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的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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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 prosecutors 1 [p'rɒsɪkju tːəz] 检察人员

449 prove 1 [pru:v] vt.证明；检验；显示 vi.证明是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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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 pushing 1 ['puʃiŋ] adj.奋斗的；莽撞的；有精力的；富有进取心的 n.推挤；推人犯规（篮球术语） v.推；促进；逼迫（push的ing
形式）

452 quite 1 [kwait] adv.很；相当；完全

453 races 1 abbr. 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国内应急通信业务(=Radio Amateur Civil Emergency Service)

454 rachel 1 ['reitʃəl] n.雷切尔（女子名）

455 racially 1 ['reiʃəli] adv.人种上；按人种

456 racism 1 ['reisizəm] n.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人种偏见

457 rampant 1 ['ræmpənt] adj.猖獗的；蔓延的；狂暴的；奔放的 n.(Rampant)人名；(法)朗庞

458 ransomware 1 [ræn'sɒmweə] n. 勒索软体

459 rare 1 adj.稀有的；稀薄的；半熟的 adj.杰出的；极度的；非常好的 adv.非常；极其 vi.用后腿站起；渴望

460 rat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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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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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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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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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 rebounding 1 [ri'baundiŋ] n.篮板球 v.弹回（rebound的ing形式）

465 recent 2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466 recently 2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467 re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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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 reddish 1 ['rediʃ] adj.微红的；略带红色的 n.(Reddish)人名；(英)雷迪什

469 refer 1 [ri'fə:] vi.参考；涉及；提到；查阅 vt.涉及；委托；归诸于；使…求助于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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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 rely 1 [ri'lai] vi.依靠；信赖

472 report 1 [ri'pɔ:t] n.报告；报道；成绩单 vt.报告；报导；使报到 vi.报告；报到；写报导 n.(Report)人名；(匈)雷波特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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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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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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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 require 1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477 rescue 1 ['reskju:] vt.营救；援救 n.营救；援救；解救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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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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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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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 retired 1 [ri'taiəd] adj.退休的；退役的；幽闭的 v.退休（retire的过去分词）

482 reveals 1 [rɪ'viː l] vt. 显示；透露；揭示；展现 n. (外墙与门或窗之间的)窗侧；门侧；(汽车的)窗框

483 right 1 [rait] adj.正确的；直接的；右方的 vi.复正；恢复平稳 n.正确；右边；正义 adv.正确地；恰当地；彻底地 vt.纠正 n.(Right)
人名；(英)赖特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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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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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 roughrider 1 驯马师 野马的骑士 非正规骑兵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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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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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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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 Salvador 3 ['sælvədɔ:] n.萨尔瓦多（巴西东部港市）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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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 Sanchez 5 n.桑切斯（姓氏）

493 Saturday 2 ['sætədi; -dei] n.星期六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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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 says 4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496 scams 1 [skæm] n. 骗局；骗钱 v. 诈骗

497 scatter 1 ['skætə] vi.分散，散开；散射 vt.使散射；使散开，使分散；使散播，使撒播 n.分散；散播，撒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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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 searching 1 ['sə:tʃiŋ] adj.搜索的；透彻的 n.搜索 v.搜索（search的ing形式）

500 season 1 ['si:zən] n.时期；季节；赛季 vt.给…调味；使适应 vi.变得成熟；变干燥

501 secon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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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security 2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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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 sell 1 [sel] vt.销售；推销；出卖；欺骗 vi.卖；出售；受欢迎；有销路 n.销售；失望；推销术 n.(Sell)人名；(德)泽尔；(英、芬、
瑞典)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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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 separated 1 ['sepəreitid] adj.分开的；分居；不在一起生活的 v.分开；隔开（sepa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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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 seventy 1 ['sevənti] n.七十；七十个；七十岁；七十年代 adj.七十的；七十个的；七十岁的 num.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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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 shade 2 [ʃeid] n.树荫；阴影；阴凉处；遮阳物；（照片等的）明暗度；少量、些微；细微的差别 vt.使阴暗；使渐变；为…遮
阳；使阴郁；掩盖 vi.（颜色、色彩等）渐变 n.(Shade)人名；(英、德)谢德

511 shaded 2 ['ʃeidid] adj.荫蔽的；色彩较暗的 v.遮蔽住；使阴暗（shade的过去分词）

512 shadow 2 n.阴影；影子；幽灵；庇护；隐蔽处 vt.遮蔽；使朦胧；尾随；预示 vi.变阴暗 adj.影子内阁的

513 shadows 1 英 ['ʃædəʊ] 美 ['ʃædoʊ] n. 影子；阴影；阴暗；荫；暗处 vt. 投阴影于；跟踪；预示 vi. 渐变；变阴暗 adj. 影子内阁的；阴
影的

514 sheriff 1 ['ʃerif] n.州长；郡治安官；执行吏 n.(Sheriff)人名；(英、葡)谢里夫；(阿拉伯)谢里夫

515 shifts 1 [ʃɪft] v. 移动；改变；换挡；字型转换 n. 轮班；变化；移动；计谋；轮班职工

516 shooting 3 ['ʃu:tiŋ] n.射击；打猎；摄影；射门 v.射击（shoot的ing形式）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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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 sho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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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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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 shouting 1 ['ʃəutiŋ] n.大喊大叫 vi.大喊大叫（shout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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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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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 sideshow 1 ['saidʃəu] n.穿插表演；串演的节；小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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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 similarly 1 ['similəli] adv.同样地；类似于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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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 skeleton 1 ['skelitən] n.骨架，骨骼；纲要；骨瘦如柴的人 adj.骨骼的；骨瘦如柴的；概略的

527 skeletons 1 n. 骷髅；骨骼（skeleton的复数）；流言（歌曲名）

528 skyrocketing 1 [s'kaɪrɒkɪtɪŋ] 价格飞涨

529 so 3 ['səu, 弱 sə] adv.如此，这么；确是如此 conj.所以；因此 pron.这样 n.(So)人名；(柬)索

530 soared 1 英 [sɔː (r)] 美 [sɔː r] vi. 翱翔；高飞；猛增；高涨；高耸 n. 翱翔；高飞

531 software 1 ['sɔftwεə, 'sɔ:-] n.软件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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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 sold 1 [səuld] v.卖，销售（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old)人名；(瑞典)索尔德

534 solution 1 [sə'lju:ʃən] n.解决方案；溶液；溶解；解答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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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 somebody 1 ['sʌm,bɔdi, -bʌ-, -bə-] n.大人物；重要人物 pron.有人；某人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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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539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540 sophisticated 1 [sə'fistikeitid] adj.复杂的；精致的；久经世故的；富有经验的 v.使变得世故；使迷惑；篡改（sophisticate的过去
分词形式）

541 soured 1 英 ['saʊə(r)] 美 ['saʊər] adj. 酸的；酸腐的；刻薄的 v. 变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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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 spectrum 1 ['spektrəm] n.光谱；频谱；范围；余象

544 spending 2 ['spendɪŋ] n. 经费(开销)

545 spiking 1 [spaɪkɪŋ] 尖峰形成

546 spiral 1 ['spaiərəl] n.螺旋；旋涡；螺旋形之物 adj.螺旋形的；盘旋的 vt.使成螺旋形；使作螺旋形上升 vi.盘旋；成螺旋形；螺旋形
上升（过去式spiraled/spiralled，过去分词spiraled/spiralled，现在分词spiraling/spiralling，第三人称单数spirals，副词spirally）

547 spoke 1 v.说话（speak的过去式）；为…装轮辐；说；演说；从某种观点来说 n.（车轮的）辐条；轮辐；破坏某人的计划；阻
挠某人的行动；刹车；扶梯棍

548 spooked 1 [spuːk] n. 幽灵；间谍 vt. 鬼怪般出没；吓唬；惊吓；代写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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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 stable 3 ['steibl] n.马厩；牛棚 adj.稳定的；牢固的；坚定的 vi.被关在马厩 vt.赶入马房 n.(Stable)人名；(英)斯特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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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 stargazer 1 英 ['stɑːɡeɪzə(r)] 美 ['stɑ rːɡeɪzər] n. 空想家；占星师；天文学家；看星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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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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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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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 stimulus 1 ['stimjuləs] n.刺激；激励；刺激物

557 stopped 1 [stɔpt] v.停止；停下来（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停止的；停顿的

558 store 1 [stɔ:] n.商店；储备，贮藏；仓库 vt.贮藏，储存 n.(Store)人名；(德)施托雷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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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 straight 1 adj.直的；连续的；笔直的；正直的；整齐的；异性恋的 adv.直接地；不断地；立即；坦率地 n.直；直线；直男，直
女，异性恋者 n.(Straight)人名；(英)斯特雷特

561 students 1 [st'juːdnts] 学生

562 suarez 2 苏亚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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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subtle 1 ['sʌtl] adj.微妙的；精细的；敏感的；狡猾的；稀薄的

564 su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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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 Sunday 3 ['sʌndei] n.星期日；礼拜日

566 super 3 ['sju:pə] adj.特级的；极好的 n.特级品，特大号；临时雇员 n.(Super)人名；(英)休珀

567 supermarket 1 ['sju:pə,mɑ:kit] n.超级市场；自助售货商店

568 supremacist 1 [sju'preməsist, sə-] n.至上主义者 adj.至上主义者的

569 surrendered 1 英 [sə'rendə(r)] 美 [sə'rendər] v. 投降；屈服；放弃 n. 投降；屈服；放弃

570 survive 1 [sə'vaiv] vt.幸存；生还；幸免于；比...活得长 vi.幸存；活下来

571 suspec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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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 system 2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573 ta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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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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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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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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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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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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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 term 2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580 terra 1 ['terə] n.地；地球；土地

581 tesla 1 ['teslə] n.特斯拉（磁通量单位） n.(Tesla)人名；(英、捷、塞)特斯拉

582 testimony 1 ['testiməni] n.[法]证词，证言；证据

583 tether 3 ['teðə] n.范围；系链；拴绳 vt.用绳或链拴住 n.(Tether)人名；(英)特瑟

584 th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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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 that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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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 the 106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587 then 2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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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9 these 4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590 they 7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591 thing 2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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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 think 4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594 thirty 1 ['θə:ti] n.三十年代 num.三十 adj.三十个的

595 thi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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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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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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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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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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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ties 1 [taɪz] tie的复数形式

601 tilt 1 [tilt] vi.倾斜；翘起；以言词或文字抨击 vt.使倾斜；使翘起 n.倾斜 n.(Tilt)人名；(英)蒂尔特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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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 tim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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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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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5 today 3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606 tons 1 [tʌnz] ad. [口]极其；非常

607 total 3 ['təutəl] adj.全部的；完全的；整个的 vt.总数达 vi.合计 n.总数，合计 n.(Total)人名；(法、德)托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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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8 touted 1 [taʊt] v. 兜售；高价卖；刺探；吹捧 n. 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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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 transfer 1 [træns'fə:] n.转让；转移；传递；过户 vi.转让；转学；换车 vt.使转移；调任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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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 Triassic 1 [trai'æsik] adj.三叠纪的 n.三叠纪

613 triggering 1 ['trigəriŋ] n.[电子]触发；起动 v.引起（trigger的ing形式）；扣…的扳机

614 trillion 3 ['triljən] n.[数]万亿 adj.万亿的 num.[数]万亿

615 trivia 1 ['triviə] n.琐事

616 trust 1 ['trʌst] n.信任，信赖；责任；托拉斯 vt.信任，信赖；盼望；赊卖给 vi.信任，信赖；依靠 n.(Trust)人名；(英)特拉斯特

617 trusting 1 ['trʌstiŋ] adj.信任的；轻信的 v.信赖（trust的ing形式）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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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 turns 1 ['tɜːnz] n. 转向 名词turn的复数形式.

620 twice 2 [twais] adv.两次；两倍

621 two 4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622 type 1 [taip] n.类型，品种；模范；样式 vt.打字；测定（血等）类型 vi.打字 n.(Type)人名；(英)泰普

623 umbra 3 ['ʌmbrə] n.[天]本影，[天]暗影；蚀时的地球

624 under 1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625 unidentified 1 adj.未经确认的；未辨别出的，身份不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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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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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 unprovoked 1 [,ʌnprə'vəukt] adj.无缘无故的；未受挑衅的

629 unstoppable 1 [,ʌn'stɔpəbl] adj.无法阻碍的；无法停止的（副词unstoppably）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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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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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 upon 1 [ə'pɔn] prep.根据；接近；在…之上

633 us 1 pron.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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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 users 3 ['juːzəs] n.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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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7 value 5 ['vælju:] n.值；价值；价格；重要性；确切涵义 vt.评价；重视；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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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 velociraptor 1 n.迅猛龙

640 very 1 ['veri] adj.恰好是，正是；甚至；十足的；特有的 adv.非常，很；完全 n.(Very)人名；(英)维里

641 vide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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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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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 views 1 [v'juːz] n. 见解 名词view的复数形式.

644 violence 1 ['vaiələns] n.暴力；侵犯；激烈；歪曲

645 virtually 1 ['və:tʃuəli] adv.事实上，几乎；实质上

646 visible 2 ['vizəbl] adj.明显的；看得见的；现有的；可得到的 n.可见物；进出口贸易中的有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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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 voiceover 1 英 ['vɔɪsˌəʊvə] 美 ['vɔɪsˌoʊvə] n. 解说者的声音

649 volatility 1 [,vɔlə'tiliti] n.[化学]挥发性；易变；活泼

650 was 1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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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2 watch 1 [wɔtʃ, wɔ:tʃ] vt.观察；注视；看守；警戒 n.手表；监视；守护；值班人 vi.观看，注视；守侯，看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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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4 wavelengths 2 [weɪvleŋsθ] 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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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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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 w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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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7 wearing 1 [wεə riŋ, wεərŋ, 'wεəriŋ] adj.磨损的；穿用的；令人疲倦的 v.穿着；磨损（wear的ing形式） n.(Wearing)人名；(英)韦尔林

658 Wednesday 1 ['wenzdi; -dei] n.星期三

659 week 1 [wi:k] n.周，星期

660 weekend 1 [,wi:k'end, 'wi:kend] n.周末，周末休假；周末聚会 adj.周末的，周末用的 vi.度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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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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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 were 8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664 wh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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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 whe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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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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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 which 6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668 white 2 [hwait] adj.白色的；白种的；纯洁的 n.白色；洁白；白种人

669 who 4 pron.谁；什么人

670 why 2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671 wi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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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2 winning 1 ['winiŋ] adj.胜利的；获胜的 n.胜利；获得；成功 v.获胜（win的ing形式） n.(Winning)人名；(英、瑞典、法)温宁

673 with 3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674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675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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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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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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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9 Wu 2 [wu:] abbr.西联（WesternUnion）；工作单位（WorkUnit）；武汉航空公司

680 year 4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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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 York 3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683 you 9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684 your 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685 yours 1 pron.你（们）的东西；你的责任[义务]；你的家属；来信，尊函 adj.你（们）的（东西）；信末署名前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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