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n10 2019-01-30 词频表
the 8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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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通话·威妥玛)

of 3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cobalt 31 [kəu'bɔ:lt] n.[化学]钴；钴类颜料；由钴制的深蓝色
5 is 3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6 we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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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nd 26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8 it 24 [ɪt] pron.[指无生命的东西、动物、植物]它；这；那 pron.指已提到或将提及的事物、活动、经验、抽象观念等 pron.在不分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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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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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this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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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re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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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i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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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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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ld 14 n.儿童，小孩，孩子；产物；子孙；幼稚的人；弟子 n.（英）蔡尔德（人名）
14 children 14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15 labor 14 ['leibə] n.劳动；工作；劳工；分娩 vi.劳动；努力；苦干 vt.详细分析；使厌烦 n.(Labor)人名；(德、塞、法)拉博尔；(英)
13

拉博

bu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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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for 12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8 cnn 11 [ˌsiːen'en] abbr. 美国有线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
19 from 11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0 they 1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1 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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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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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ply 10 [sə'plai] n.供给，补给；供应品 vt.供给，提供；补充 vi.供给；替代
23 here 9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24 mining 9 ['mainiŋ] n.矿业；采矿
25 b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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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car 8 [kɑ:] n.汽车；车厢 n.(Car)人名；(土)贾尔；(法、西)卡尔；(塞)察尔
27 chain 8 n.链；束缚；枷锁 vt.束缚；囚禁；用铁链锁住
28 O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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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our 8 ['auə, ɑ:] pron.我们的
30 re 8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31 wh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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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where 8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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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al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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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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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cdm 6 n. 盒式磁盘存储器
37 Congo 6 ['kɔŋgəu] n.刚果（位于非洲中部）
29

38

internationa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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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o 6 ['intu:, -tu, -tə] prep.到…里；深入…之中；成为…状况；进入到…之内 n.(Into)人名；(芬、英)因托
40 mined 6 [maɪnd] adj. 开采的 动词m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41 them 6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42 hav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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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his 5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44 how 5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45 not 5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46 on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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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o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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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there 5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49 with 5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50 work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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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52 be 4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53 electric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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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go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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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Going)人名；(英)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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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main 4 [mein] n.主要部分，要点；体力；总管道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全力的 n.(Main)人名；(德)迈因；(西)马因；(英、法)梅
55

因

ministry 4 ['ministri] n.（政府的）部门
58 officials 4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59 re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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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sa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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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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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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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show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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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肖
64

truck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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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 4 pron.我们
66 us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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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ve 4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68 who 4 pron.谁；什么人
69 been 3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70 bloc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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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德、西、葡、芬、罗)布洛克

boy 3 [bɔi] n.男孩；男人 n.(Boy)人名；(英、德、西、意、刚(金)、印尼、瑞典)博伊；(法)布瓦
72 cameras 3 ['kæmərəz] 照相机； 暗箱； 摄像机； 摄影机
73 c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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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的）食品罐头

democratic 3 [,demə'krætik,-kəl] adj.民主的；民主政治的；大众的
75 d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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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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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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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wn

drc 3 abbr. 数据记录控制(=Data Record Control)
78 facility 3 [fə'siliti] n.设施；设备；容易；灵巧
79 found 3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80 h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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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makers 3 n. 迈克（美国一家公司）
82 may 3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83 mine 3 [main] n.矿，矿藏；矿山，矿井；地雷，水雷 vt.开采，采掘；在…布雷 vi.开矿，采矿；埋设地雷 pron.我的 n.(Mine)人
77

名；(德、塞、土、毛里塔)米内

nima 3 National Insulation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全国绝缘材料制造商协会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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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origin 3 ['ɔridʒin, 'ɔ:-] n.起源；原点；出身；开端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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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republic 3 [ri'pʌblik] n.共和国；共和政体
89 se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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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told 3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91 truck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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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under 3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93 up 3 [ʌp] adv.起来；上涨；向上 prep.在…之上；向…的较高处 adj.涨的；起床的；向上的 n.上升；繁荣
94 used 3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95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96 why 3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97 witnessed 3 ['wɪtnəs] n. 目击者；证人 vt. 目击；经历；见证；出席；观察 vi. 证明；为(宗教信仰)做见证
98 work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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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Working)人名；(英)沃金

you 3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100 your 3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101 African 2 ['æfrikən] adj.非洲的，非洲人的 n.非洲人
102 although 2 conj.尽管；虽然；但是；然而
103 ask 2 [ɑ:sk, æsk] vt.问，询问；要求；需要；邀请；讨价 vi.问，询问；要求 n.(Ask)人名；(芬、瑞典)阿斯克
104 away 2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105 batteries 2 ['bætərɪz] n. 电池 名词battery 的复数形式.
106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107 before 2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108 begin 2 [bɪˈ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109 brokers 2 英 ['brəʊkə(r)] 美 ['broʊkər] n. 经纪人 vt. 安排；协商
110 camera 2 ['kæmərə] n.照相机；摄影机 n.(Camera)人名；(英、意、西)卡梅拉
111 Carl 2 [kɑ:l] n.卡尔（男名）
112 casula 2 ['kæʒjʊlə] 卡苏拉； n.；神甫法衣
113 certificates 2 英 [sə'tɪfɪkət] 美 [sər'tɪfɪkət] n. 执照；证(明)书 vt. 认可；批准；发证书给 ...
114 certification 2 [,sə:tifi'keiʃən] n.证明，保证；检定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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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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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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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nies 2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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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Congolese 2 [,kɔŋgəu'li:z] adj.刚果人的；刚果语的 n.刚果人；刚果语
120 controll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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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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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country 2 n.国家，国土；国民；乡下，农村；乡村；故乡 adj.祖国的，故乡的；地方的，乡村的；国家的；粗鲁的；乡村音
117

乐的

dirty 2 ['də:ti] adj.下流的，卑鄙的；肮脏的；恶劣的；暗淡的 vt.弄脏 vi.变脏
124 element 2 ['elimənt] n.元素；要素；原理；成分；自然环境 n.(Element)人名；(德)埃勒门特；(英)埃利门特
125 e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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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enough 2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127 enters 2 英 ['entə(r)] 美 ['entər] v. 进入 【计算机】送入
128 ethical 2 ['eθikəl] adj.伦理的；道德的；凭处方出售的 n.处方药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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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等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export 2 [ik'spɔ:t, 'eks-, 'ekspɔ:t] n.输出，出口；出口商品 vi.输出物资 vt.输出，出口
131 fil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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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filming 2 ['filmiŋ] n.拍摄；摄影；薄膜形成 v.拍摄（film的ing形式）；以薄膜覆盖
133 fin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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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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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特；(捷)菲尔斯特

follo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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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followed 2 ['fɒləʊd] n. 跟随的；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37 free 2 [fri:] adj.免费的；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化学]游离的 vt.使自由，解放；释放 adv.自由地；免费 n.(Free)人名；(英)弗里
138 fully 2 ['fuli] adv.充分地；完全地；彻底地 n.(Fully)人名；(法)菲利
139 green 2 [gri:n] adj.绿色的；青春的 n.绿色；青春 vt.使…变绿色 vi.变绿色 n.(Green)人名；(英、意)格林；(瑞典、芬)格伦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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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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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猛烈地；牢固地 n.（Hard）人名；(英、芬、瑞典)哈德

hi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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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include 2 [in'klu:d] vt.包含，包括
144 investigation 2 [in,vesti'geiʃən] n.调查；调查研究
145 isn 2 abbr. 集成供应网络(=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
146 issue 2 ['iʃju:, 'isju:] n.问题；流出；期号；发行物 vt.发行，发布；发给；放出，排出 vi.发行；流出；造成…结果；传下
147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48 January 2 ['dʒænjuəri] n.一月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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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later 2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151 leave 2 [li:v] vt.离开；留下；遗忘；委托 vi.离开，出发；留下 n.许可，同意；休假
152 li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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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litt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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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load 2 [ləud] n.负载，负荷；工作量；装载量 vi.[力]加载；装载；装货 vt.使担负；装填
155 loaded 2 ['ləudid] adj.负荷的；装填子弹的；装好胶卷的；喝醉了的（美国俚语）；阔绰的（美国俚语） v.装载（load的变形）
156 loc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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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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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造 n.制造；构造；性情 n.(Make)人名；(塞、南非)马克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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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ets 2 英 ['mɑːkɪt] 美 ['mɑːrkɪt] n. 市场；集市 v. 销售；推销；买卖
160 might 2 [mait] n.力量；威力；势力 v.可以；或许（may的过去式）；应该 aux.可能；也许 n.(Might)人名；(英)迈特
161 mo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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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以)莫雷

ore 2 [ɔ:] n.矿；矿石 n.(Ore)人名；(意、瑞典)奥雷；(英)奥尔
163 others 2 pron.其他人
164 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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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灭；驱逐

own 2 [əun] vt.拥有；承认 vi.承认 adj.自己的；特有的 n.自己的 n.(Own)人名；(阿拉伯)奥恩
166 permission 2 [pə'miʃən] n.允许，许可
167 presence 2 ['prezəns] n.存在；出席；参加；风度；仪态
168 presidential 2 [,prezi'denʃəl] adj.总统的；首长的；统辖的
169 products 2 [p'rɒdʌkts] n.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
170 recent 2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171 records 2 [rɪ'kɔːds] n.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
172 rows 2 英 [rəʊz] 美 [roʊz] n. 行 名词row的复数形式.
173 rus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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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名；(英)拉什

safety 2 ['seifti] n.安全；保险；安全设备；保险装置；安打
175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76 some 2 adj.一些；某个；大约；相当多的 pron.一些；若干；其中的一部分；（数量不确切时用）有些人 adv.非常；相当；<美
174

>稍微

source 2 [sɔ:s] n.来源；水源；原始资料 n.(Source)人名；(法)苏尔斯
178 st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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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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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king 2 ['teikiŋ] n.取得；捕获；营业收入 adj.可爱的；迷人的；会传染的 v.拿；捕捉；夺取（take的ing形式）
180 tesla 2 ['teslə] n.特斯拉（磁通量单位） n.(Tesla)人名；(英、捷、塞)特斯拉
181 though 2 [ðəu] adv.可是，虽然；不过；然而 conj.虽然；尽管 prep.但
182 three 2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183 vehicles 2 ['viːɪklz] n. 交通工具；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
184 very 2 ['veri] adj.恰好是，正是；甚至；十足的；特有的 adv.非常，很；完全 n.(Very)人名；(英)维里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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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visited 2 v.拜访，访问（visit的过去式）
187 you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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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英、葡)扬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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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out

access 1 ['ækses, 'æksəs, æk'ses] vt.使用；存取；接近 n.进入；使用权；通路
190 accounts 1 [ə'kaʊnts] n. 帐目；叙述；账户；客户，用户 名词account的复数形式.
191 acknowledge 1 [ək'nɔlidʒ] vt.承认；答谢；报偿；告知已收到
192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193 advised 1 [əd'vaizd] adj.考虑过的；细想过的 v.建议（advise的过去分词）；劝告
194 afford 1 [ə'fɔ:d] vt.给予，提供；买得起 n.(Afford)人名；(英)阿福德
195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196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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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air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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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89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201 amounts 1 [ə'maʊnt] n. 数量；总额 vi. 总计；等于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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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answer 1 ['ɑ:nsə, 'æn-] vt.回答；符合 vi.回答；符合 n.回答；答案；答辩
204 appeared 1 [ə'piəd] adj.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5 arrive 1 vi.到达；成功；达成；出生 n.(Arrive)人名；(法)阿里夫
206 arrives 1 [ə'raɪv] vi. 到达；到来；成功
207 asks 1 英 [ɑːsk] 美 [æsk] v. 询问；请求；邀请；要求；开价；期待
208 assure 1 [ə'ʃuə] vt.保证；担保；使确信；弄清楚
209 atomic 1 [ə'tɔmik] adj.原子的，原子能的；微粒子的
210 attempting 1 [ə'tempt] v. 企图；尝试 n. 企图；试图
211 audited 1 ['ɔːdɪt] n. 审计；查帐 vt. 旁听；审计
212 authority 1 [ɔ:'θɔrəti] n.权威；权力；当局
213 await 1 [ə'weit] vt.等候，等待；期待
214 battery 1 n.[电]电池，蓄电池 n.[法]殴打 n.[军]炮台，炮位
215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216 believe 1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217 benz 1 [benz] n.奔驰（世界著名汽车品牌）
218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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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blocked 1 [blɔkt] adj.堵塞的；被封锁的 v.阻塞（block的过去分词）
221 bmw 1 宝马(总部所在地德国, 主要经营汽车的公司)
222 bought 1 [bɔ:t] v.买（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3 brand 1 [brænd] vt.铭刻于，铭记；打烙印于；印…商标于 n.商标，牌子；烙印 n.(Brand)人名；(英、德、俄、西、意、罗、
200

葡、捷、芬、瑞典、匈)布兰德；(法)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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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brutal 1 ['bru:təl] adj.残忍的；野蛮的，不讲理的
226 c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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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called 1 [kɔː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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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229 capture 1 vt.俘获；夺得；捕捉，拍摄,录制 n.捕获；战利品，俘虏
230 captured 1 英 ['kæptʃə(r)] 美 ['kæptʃər] vt. 捕获；占领；夺取；吸引；(用照片等)留存 n. 捕获；战利品
231 captures 1 英 ['kæptʃə(r)] 美 ['kæptʃər] vt. 捕获；占领；夺取；吸引；(用照片等)留存 n. 捕获；战利品
232 carrying 1 ['kærɪɪŋ] adj. 运送的；运输的 n. 运送；运输 动词carry的现在分词.
233 cars 1 英 [kɑ:z] 美 [kɑ:rz] n. 汽车；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
234 centered 1 ['sentəd] adj.居中的；有圆心的 v.集中；居中（c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35 central 1 ['sentrəl] adj.中心的；主要的；中枢的 n.电话总机
236 certain 1 ['sə:tən] adj.某一；必然的；确信；无疑的；有把握的 pron.某些；某几个 n.(Certain)人名；(葡)塞尔塔因；(法)塞尔坦
237 certificate 1 [sə'tifikeit] vt.发给证明书；以证书形式授权给…；用证书批准 n.证书；执照，文凭
238 certifying 1 英 ['sɜːtɪfaɪ] 美 ['sɜːrtɪfaɪ] vt. 证明；保证；证实；颁发证书
239 china 1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240 Christian 1 ['kristjən; -tʃən] n.基督徒，信徒 adj.基督教的；信基督教的
241 chrysler 1 ['kraislə] n.克莱斯勒（美国产轿车品牌名）
242 circumstances 1 ['sɜːkəmstənsɪz] n. 情况；境遇；事项；详细情节 名词circumstance的复数形式.
243 clear 1 [kliə] adj.清楚的；清澈的；晴朗的；无罪的 vt.通过；清除；使干净；跳过 vi.放晴；变清澈 adv.清晰地；完全地 n.清
224

除；空隙 n.(Clear)人名；(英)克利尔

clearly 1 ['kliəli] adv.清晰地；明显地；无疑地；明净地
245 combat 1 ['kɔmbæt, kəm'bæt] vt.反对；与…战斗 vi.战斗；搏斗 n.战斗；争论 adj.战斗的；为…斗争的 n.(Combat)人名；(法)孔巴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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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complex 1 ['kɔmpleks] adj.复杂的；合成的 n.复合体；综合设施
248 complicit 1 [kəm'plisit] adj.有同谋关系的，串通一气的
249 component 1 [kəm'pəunənt] adj.组成的，构成的 n.成分；组件；[电子]元件
250 concerns 1 [kən'sɜːnz] n.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
251 conflict 1 [kən'flikt, 'kɔnflikt] n.冲突，矛盾；斗争；争执 vi.冲突，抵触；争执；战斗
252 considered 1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253 consumers 1 [kən'sjuːməs] n. 顾客 名词consumer的复数形式.
254 contacts 1 英 ['kɒntækts] 美 ['kɑntækts] n. 联系人；触体 名词contact的复数形式.
255 continent 1 ['kɔntinənt] n.大陆，洲，陆地 adj.自制的，克制的
256 cooperative 1 [kəu'ɔpərətiv] adj.合作的；合作社的 n.合作社
257 copy 1 ['kɔpi] vi.复制；复印；抄袭 vt.复制；复印；抄袭 n.副本；一册；摹仿
258 correspondent 1 [,kɔ:ri'spɔndənt] n.通讯记者；客户；通信者；代理商行
259 countersign 1 ['kauntə,sain] n.口令；副署 vt.副署；会签；确认
260 county 1 ['kaunti] n.郡，县
261 crucial 1 ['kru:ʃəl] adj.重要的；决定性的；定局的；决断的
262 Daimler 1 n.戴姆勒（德国汽车制造商）
263 danger 1 ['deindʒə] n.危险；危险物，威胁 n.(Danger)人名；(法)当热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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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decades 1 n.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
266 decide 1 [di'said] vt.决定；解决；判决 vi.决定，下决心
267 declared 1 [di'klεəd] adj.公然的；公开宣布的
268 defines 1 [dɪ'fɑɪnz] v. 定义 动词define的第三人称单数.
269 delivers 1 英 [dɪ'lɪvə(r)] 美 [dɪ'lɪvər] v. 递送；发表（演讲）；交付；解救；生（孩子）；接生；履行；投掷
270 demand 1 [di'mɑ:nd, -'mænd] vt.要求；需要；查询 vi.需要；请求；查问 n.[经]需求；要求；需要 n.(Demand)人名；(德)德曼德
271 depots 1 ['depəʊz] 贮存药剂, 长效药剂
272 depth 1 [depθ] n.[海洋]深度；深奥
273 despite 1 [di'spait] prep.尽管，不管 n.轻视；憎恨；侮辱
274 destination 1 [,desti'neiʃən] n.目的地，终点
275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276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277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278 digging 1 ['digiŋ] n.挖掘，采掘 v.挖掘，发掘（dig的现在分词形式）
279 disadvantage 1 [disəd'vɑ:ntidʒ] n.缺点；不利条件；损失
280 discussed 1 [dɪs'kʌst] adj. 被讨论的；讨论过的 动词discu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81 dispensed 1 [dɪ'spens] vt. 分发；分配；免除；配(药)
282 distinctive 1 [dis'tiŋktiv] adj.有特色的，与众不同的
283 disturbed 1 [di'stə:bd] adj.扰乱的；为心理失常者而设的 v.干扰（disturb的过去分词）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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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don 1 [dɔn] n.先生，阁下；指导教师，大学教师 vt.穿上 n.(Don)人名；(缅)顿；(英)唐(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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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人名）；（英）多恩（人名）
287

drops

1 [drɒps] n. 珠；滴剂（名词drop的复数形式） v. 滴，滴下，滴落（动词dro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due 1 [dju:, du:] adj.到期的；预期的；应付的；应得的 n.应付款；应得之物 adv.正（置于方位词前） n.(Due)人名；(英)迪尤
289 employed 1 [ɪm'plɔɪd] adj. 被雇用的；使用的 动词emplo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90 employing 1 [ɪm'plɔɪ] v. 雇佣；使用
291 ended 1 adj.结束的（end的过去分词）
292 energy 1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293 enforcing 1 英 [ɪn'fɔːs] 美 [ɪn'fɔːrs] vt. 强迫；强制；实施；执行；加强
294 engines 1 ['endʒɪn] n. 发动机；引擎；机车；火车头 vt. 给 ... 装引擎
295 entity 1 ['entəti] n.实体；存在；本质
296 entrust 1 [in'trʌst] vt.委托，信托
297 entry 1 ['entri] n.进入；入口；条目；登记；报关手续；对土地的侵占
298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299 essential 1 [i'senʃəl] adj.基本的；必要的；本质的；精华的 n.本质；要素；要点；必需品
300 et 1 [i:ti:] conj.（拉丁语）和（等于and）
301 eventually 1 [i'ventʃuəli] adv.最后，终于
302 everything 1 pron.每件事物；最重要的东西；（有关的）一切；万事
303 evidence 1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304 exactly 1 [ig'zæktli] adv.恰好地；正是；精确地；正确地
305 exception 1 [ik'sepʃən] n.例外；异议
306 expect 1 [ik'spekt] vt.期望；指望；认为；预料 vi.期待；预期
307 explaining 1 [ɪk'spleɪn] v. 说明；解释
308 factor 1 ['fæktə] n.因素；要素；[物]因数；代理人 vi.做代理商 vt.把…作为因素计入；代理经营；把…分解成 n.(Factor)人名；
288

(英)法克特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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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st

fear 1 [fiə] n.害怕；恐惧；敬畏；担心 vt.害怕；敬畏；为…担心 vi.害怕；敬畏；为…担心
311 findings 1 ['faɪndɪŋz] n. 调查(或研究)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
312 firms 1 英 [fɜːm] 美 [fɜːrm] n. 公司；商行 adj. 坚定的；结实的；坚固的；严格的 v. (使)变得坚实；确定 adv. 稳固地；坚定地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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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friend 1 [frend] n.朋友；助手；赞助者 n.(Friend)人名；(英)弗兰德
315 friends 1 n.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
316 fu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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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得宽大 n.全部；完整

giv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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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glad 1 adj.高兴的；乐意的 vt.使......高兴 n.(Glad)人名；(塞、瑞典)格拉德；(英)格莱德；(法、挪)格拉
319 glass 1 [glɑ:s, glæs] n.玻璃；玻璃制品；镜子 vt.反映；给某物加玻璃 vi.成玻璃状 n.(Glass)人名；(英、法、德、意)格拉斯
320 global 1 ['gləubəl] adj.全球的；总体的；球形的
321 government 1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322 governor 1 ['gʌvənə] n.主管人员；统治者，管理者；[自]调节器；地方长官
323 governs 1 英 ['ɡʌvn] 美 ['ɡʌvərn] v. 统治；支配；管理；规定；控制
324 grind 1 [graind] vt.磨碎；磨快 vi.磨碎；折磨 n.磨；苦工作 n.(Grind)人名；(法、德)格林德
325 growing 1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326 guards 1 ['gɑrd] n. 警卫；狱吏；看守；护卫队 名词guard的复数形式.
327 h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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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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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哈尔夫；(英)哈夫
329

hand

1 [hænd] n.手，手艺；帮助；指针；插手 vt.传递，交给；支持；搀扶 n.(Hand)人名；(英、瑞典)汉德

harassing 1 ['hærəs] vt. 使疲乏；骚扰
331 headed 1 ['hedid] adj.有头的；有标题的 v.率领（head的过去分词）；朝向；走在…的前头
332 hidden 1 ['hidən] adj.隐藏的 v.隐藏，躲藏（hide的过去分词） n.(Hidden)人名；(英)希登
333 hide 1 [haid] vt.隐藏；隐瞒；鞭打 vi.隐藏 n.躲藏；兽皮；躲藏处
334 hiding 1 ['haidiŋ] n.隐匿；躲藏处；殴打 n.(Hiding)人名；(瑞典)希丁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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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hour 1 ['auə] n.小时；钟头；课时；…点钟 n.(Hour)人名；(法)乌尔；(柬)胡
337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338 igneous 1 ['igniəs] adj.火的；[岩]火成的；似火的
339 including 1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340 instability 1 [,instə'biləti] n.不稳定（性）；基础薄弱；不安定
341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342 insure 1 [in'ʃuə] vt.确保，保证；给…保险 vi.确保；投保
343 investigations 1 [ɪnvestɪ'ɡeɪʃnz] 调查
344 involv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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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ion 1 ['aiən] n.[化学]离子 n.(Ion)人名；(罗、摩尔)扬；(丹)约恩
346 issued 1 ['ɪʃu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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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jet 1 [dʒet] n.喷射，喷嘴；喷气式飞机；黑玉 adj.墨黑的 vt.射出 vi.射出；[航]乘喷气式飞机
348 jump 1 [dʒʌmp] n.跳跃；暴涨；惊跳 vt.跳跃；使跳跃；跳过；突升 vi.跳跃；暴涨；猛增 n.(Jump)人名；(英)江普
349 ju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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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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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351 Kolwezi 1 n. 科卢韦齐(在扎伊尔；东经 25º28' 南纬 10º43')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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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largest 1 ['laːdʒɪst] adj. 最大的
354 last 1 [lɑ:st, læst] n.末尾，最后；上个；鞋楦（做鞋的模型） adj.最后的；最近的，最新的；仅剩的；最不可能…的 vi.持续；维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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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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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launch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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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ding 1 ['li:diŋ] adj.领导的；主要的 n.领导；铅板；行距 v.领导（lead的ing形式）
358 learned 1 ['lə:nid] adj.博学的；有学问的；学术上的 n.(Learned)人名；(英)勒尼德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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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leaving 1 ['li:viŋ] n.离开；残余；渣滓 v.离开；留下；舍弃（leave的ing形式）
361 less 1 [les] adv.较少地；较小地；更小地 adj.较少的；较小的 prep.减去 n.较少；较小 n.(Less)人名；(德、意、匈、芬)莱斯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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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火 vt.照亮；点燃；着火 adv.轻地；清楚地；轻便地 n.(Light)人名；(英)莱特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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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

lithia 1 ['liθiə] n.[无化]氧化锂；锂氧
365 lithium 1 ['liθiəm] n.锂（符号Li）
366 lose 1 [lu:z] vt.浪费；使沉溺于；使迷路；遗失；错过 vi.失败；受损失 n.(Lose)人名；(英)洛斯；(德)洛泽
367 luxury 1 ['lʌkʃəri, 'lʌgʒəri] n.奢侈，奢华；奢侈品；享受 adj.奢侈的
368 manufacturer 1 [,mænju'fæktʃərə] n.制造商；[经]厂商
369 map 1 [mæp] vt.映射；计划；绘制地图；确定基因在染色体中的位置 n.地图；示意图；染色体图 vi.基因被安置 n.(Map)人名；
364

(法)马普

matches 1 ['mætʃɪz] n. 火柴 名词match的复数形式.
371 mercedes 1 [mə'sidi:z] n.梅赛德斯（公司名）；梅塞德斯（人名）
372 metallic 1 [mi'tælik, me-] adj.金属的，含金属的
373 meters 1 英 ['miːtə(r)] 美 ['miːtər] n. 公尺；米 n. 计量器；计时器 vt. (用仪表)测量
374 mines 1 n. 矿井 名词mine的复数形式.
375 names 1 [neɪmz] n. 复合名 名词name的复数形式.
376 nation 1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377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378 nature 1 ['neitʃə] n.自然；性质；本性；种类 n.(Nature)人名；(法)纳蒂尔
379 need 1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380 nobody 1 ['nəubədi, -bɔdi] pron.无人，没有人；没有任何人 n.无名小卒；小人物
381 non 1 [nɔn] adv.非，不 n.投反对票的人，反对票 n.(Non)人名；(柬)嫩；(俄)诺恩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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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

内；(日)野根(姓)

norm 1 [nɔːm] n.标准，规范
384 now 1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385 number 1 ['nʌmbə] n.数；（杂志等的）期；号码；数字；算术 vi.计入；总数达到 vt.编号；计入；数…的数目；使为数有限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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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 official 1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388 once 1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389 ones 1 [wʌnz] n.刻录软件
390 onl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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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 onto 1 ['ɔntu, -tə] prep.在…之上；对…了解；映射到…上 adj.映射的；自身的；映成的
392 operation 1 [,ɔpə'reiʃən] n.操作；经营；[外科]手术；[数][计]运算
393 operational 1 [,ɔpə'reiʃənəl] adj.操作的；运作的
394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395 ourselves 1 [,auə'selvz, ,ɑ:-] pron.我们自己；我们亲自
396 output 1 ['autput, ,aut'put] n.输出，输出量；产量；出产 vt.输出
397 oxygen 1 ['ɔksidʒən] n.[化学]氧气，[化学]氧
398 paint 1 vt.油漆；绘画；装饰；涂色于；描绘；（用语言，文字等）描写；擦脂粉等 vi.油漆；描绘；绘画；化妆 n.油漆；颜
383

料，涂料；绘画作品；胭脂等化妆品；色彩，装饰 n.潘（人名）

parent 1 ['pεərənt] n.父亲（或母亲）；父母亲；根源 n.(Parent)人名；(法)帕朗；(英、西)帕伦特
400 pass 1 [pɑ:s, pæs] n.及格；经过；护照；途径；传球 vi.经过；传递；变化；终止 vt.通过；经过；传递 n.(Pass)人名；(英、法、
399

德、俄)帕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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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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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 periodic 1 [,piəri'ɔdik] adj.周期的；定期的
404 permissions 1 [pɜː'mɪʃənz] n. 许可权 名词permission的复数形式.
405 pH 1 [,pi: 'eitʃ] abbr.酸碱度符号（描述氢离子活度的）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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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 pick 1 [pik] vi.挑选；采摘；挖 vt.拾取；精选；采摘；掘 n.选择；鹤嘴锄；挖；掩护 n.(Pick)人名；(英、法、德、捷、匈、瑞
401

典)皮克

poli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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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410 pow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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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

以操纵权力的 n.(Power)人名；(英、葡)鲍尔
411

pow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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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cious 1 ['preʃəs] adj.宝贵的；珍贵的；矫揉造作的 n.(Precious)人名；(英)普雷舍斯，普雷舍丝(女名)
413 pressed 1 [prest] adj. （金钱、时间等）紧迫的；压平的 动词pre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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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 producer 1 [prəu'dju:sə] n.制作人，制片人；生产者；发生器
416 production 1 [prəu'dʌkʃən] n.成果；产品；生产；作品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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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 protection 1 [prəu'tekʃən] n.保护；防卫；护照
419 prove 1 [pru:v] vt.证明；检验；显示 vi.证明是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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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 pulls 1 [pʊl] v. 拉；拖；牵；拔；吸引 n. 拉；拉力；引力；划船；影响力
422 pumping 1 ['pʌmpiŋ] n.[机]抽吸；脉动；抽气效应 v.抽水（pump的ing形式）
423 puts 1 [pʊts] n. C语言的字符串输出语句
424 quarter 1 ['kwɔ:tə] n.四分之一；地区；季度；一刻钟；两角五分；节 vi.住宿；驻扎 vt.将…四等分；供某人住宿 num.四分之一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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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尔

receive 1 [ri'si:v] vt.收到；接待；接纳 vi.接收
427 rechargeable 1 [ri:'tʃɑ:dʒəbl] adj.可再充电的；收费的
428 refused 1 [rɪ'fjuːz] v. 拒绝 n. 垃圾；废物
429 relationship 1 [ri'leiʃənʃip] n.关系；关联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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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 reporter 1 [ri'pɔ:tə] n.记者
432 requires 1 英 [rɪ'kwaɪə(r)] 美 [rɪ'kwaɪər] v. 要求；需要；命令；规定
433 resort 1 [ri'zɔ:t] n.凭借，手段；度假胜地；常去之地 vi.求助，诉诸；常去；采取某手段或方法
434 response 1 [ri'spɔns] n.响应；反应；回答
435 responsible 1 [ri'spɔnsəbl] adj.负责的，可靠的；有责任的
436 revolution 1 [,revə'lu:ʃən] n.革命；旋转；运行；循环
437 rising 1 ['raiziŋ] n.上升；起床；造反 adj.上升的；上涨的；新兴的 adv.接近 v.上升（rise的ing形式） n.(Rising)人名；(瑞典)里
426

辛；(英)赖辛

river 1 ['rivə] n.河，江 n.(River)人名；(英)里弗
439 riverfront 1 ['rivəfrʌnt] n.河边陆地；河边地区
440 run 1 vi.经营；奔跑；运转 vt.管理，经营；运行；参赛 n.奔跑；赛跑；趋向；奔跑的路程 n.(Run)人名；(塞)鲁恩
441 sack 1 [sæk] n.麻布袋；洗劫 vt.解雇；把……装入袋；劫掠 n.(Sack)人名；(英、法、葡、瑞典)萨克；(德)扎克
442 sacks 1 [sæks] n. (纸； 麻； 帆布质的)大袋子； 一袋的分量 宽松的短上衣 睡袋； 吊床 (棒球)垒； (橄榄球)成功擒抱四分卫 解
438

雇 vt. 把 ... 装进袋子； 解雇； (橄榄球)擒抱四分卫

sale 1 [seil] n.销售；出售；拍卖；销售额；廉价出售 n.(Sale)人名；(意、塞、瑞典)萨莱；(英、萨摩)塞尔；(法)萨尔
444 saw 1 vt.看见；明白，了解；锯；锯成；锯开 vi.锯；用锯；将某物锯成小块 n.锯子；谚语 v.see的过去式
445 saying 1 ['seiiŋ] n.话；谚语；言论 v.说（say的ing形式）
446 scare 1 [skεə] vt.惊吓；把…吓跑 vi.受惊 n.恐慌；惊吓；惊恐 adj.（美）骇人的
447 scene 1 [si:n] n.场面；情景；景象；事件
448 school 1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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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

(Second)人名；(法)塞孔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451 selling 1 ['seliŋ] n.销售；出售 v.出售（sell的现在分词形式） n.(Selling)人名；(英、德、瑞典)塞林
452 shift 1 [ʃift] n.移动；变化；手段；轮班 vi.移动；转变；转换 vt.转移；改变；替换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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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

sign 1 n.迹象；符号；记号；手势；指示牌 vi.签署；签名 vt.签署；示意
455 significant 1 [sig'nifikənt] adj.重大的；有效的；有意义的；值得注意的；意味深长的 n.象征；有意义的事物
456 simply 1 ['simpli] adv.简单地；仅仅；简直；朴素地；坦白地
457 sites 1 [saɪt] n. 地点；位置；现场 vt. 使 ... 位于
458 skyrocketing 1 [s'kaɪrɒkɪtɪŋ] 价格飞涨
459 slavery 1 n.奴役；奴隶制度；奴隶身份
460 smoke 1 [sməuk] n.烟；抽烟；无常的事物 vi.冒烟，吸烟；抽烟；弥漫 vt.吸烟；抽
461 s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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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 soars 1 英 [sɔː(r)] 美 [sɔːr] vi. 翱翔；高飞；猛增；高涨；高耸 n. 翱翔；高飞
463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464 sources 1 英 [sɔːs] 美 [sɔːrs] n. 来源；发源地；原始资料 v. 从...获得
465 spite 1 [spait] n.不顾；恶意；怨恨 vt.刁难；使恼怒
466 spot 1 [spɔt] n.地点；斑点 vt.认出；弄脏；用灯光照射 vi.沾上污渍；满是斑点 adj.现场的；现货买卖的 adv.准确地；恰好
467 spots 1 [spɒts] n. 污点 名词spot的复数形式.
468 staggers 1 [s'tæɡəz] 摇摆症,眩晕,眩晕症
469 start 1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470 state 1 [steit] n.国家；州；情形 vt.规定；声明；陈述 adj.国家的；州的；正式的 n.(State)人名；(罗、瑞典)斯塔特；(英)斯泰特
471 stay 1 [stei] vi.停留；坚持；暂住；停下 vt.坚持；暂住；抑制 n.逗留；停止；支柱
472 steel 1 [sti:l] n.钢铁；钢制品；坚固 vt.钢化；使冷酷 adj.钢制的；钢铁业的；坚强的 n.(Steel)人名；(德)施特尔；(英)斯蒂尔
473 steps 1 n.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台阶，步骤（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
474 sto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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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 struck 1 adj.受罢工影响的 v.罢工，打击，撞击（stri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truck)人名；(英)斯特拉克；(瑞典)斯特鲁克；
454

(德)施特鲁克

struggled 1 ['strʌgəld] adj. 努力挣扎的 动词strugg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477 supplier 1 [sə'plaiə] n.供应厂商，供应国；供应者
478 supplying 1 [sə'plaɪ] n. 供应；补给；贮备 vt. 供应；提供；补充
479 sure 1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480 table 1 ['teibl] n.桌子；表格；平地层 vt.制表；搁置；嵌合 adj.桌子的 n.(Table)人名；(罗)塔布莱
481 task 1 [tɑ:sk, tæsk] vt.分派任务 n.工作，作业；任务
482 tasked 1 英 [tɑːsk] 美 [tæsk] n. 任务；工作 vt. 交给某人（任务)；使做艰苦的工作
483 tells 1 [tel] v. 告诉；吩咐；讲述；表达；辨别；判断；泄露；告发；产生效果
484 th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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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

后）；一…就（用于nosooner等之后） prep.比；超过 n.(Than)人名；(老、柬、德)坦；(缅)丹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486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487 tied 1 [taid] v.系（ti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系住的
488 tile 1 [tail] n.瓷砖，瓦片 vt.铺以瓦；铺以瓷砖 n.(Tile)人名；(俄、塞、萨摩)蒂勒
489 today 1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490 together 1 [tə'geðə] adv.一起；同时；相互；连续地；总共 adj.新潮的；情绪稳定的，做事有效率的
491 tolerance 1 n.公差；宽容；容忍
492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493 transcript 1 ['trænskript, 'trænz-, 'trɑ:n-] n.成绩单；抄本，副本；文字记录
494 tripled 1 ['trɪpl] adj. 有三部分的；三倍的 v. （使）成三倍 n. 三个一组；三倍之数；（垒）三垒打
495 truly 1 ['tru:li] adv.真实地，不假；真诚地 n.(Truly)人名；(英)特鲁利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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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7 turns 1 ['tɜːnz] n. 转向 名词turn的复数形式.
485

unable 1 [ʌn'eibl] adj.不会的，不能的；[劳经]无能力的；不能胜任的
499 uncovered 1 [,ʌn'kʌvəd] adj.无覆盖物的；[保险]未保险的；无盖的 v.揭露（uncover的过去分词）；脱帽致敬；移去覆盖物
500 undercover 1 [,ʌndə'kʌvə] adj.秘密的，秘密从事的；从事间谍活动的
501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502 updated 1 [ʌp'deɪtɪd] adj. 更新的；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03 uses 1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504 utilize 1 ['ju:tilaiz] vt.利用
505 valid 1 adj.有效的；有根据的；合法的；正当的
506 variety 1 [英 [vəˈraɪəti] 美 [vəˈraɪɪti] n.多样；种类；杂耍；变化，多样化
507 verify 1 ['verifai] vt.核实；查证
508 volkswagen 1 ['fɔ:lks,va:gən] n.大众汽车（财富500强公司之一）
509 warned 1 英 [wɔːn] 美 [wɔːrn] vt. 警告；告诫；预先通知 vi. 发出警告
510 warning 1 ['wɔ:niŋ] n.警告；预兆；预告 adj.警告的；引以为戒的 v.警告（warn的ing形式） n.(Warning)人名；(德)瓦宁
511 warns 1 英 [wɔːn] 美 [wɔːrn] vt. 警告；告诫；预先通知 vi. 发出警告
512 washed 1 [wɔʃt] adj.洗过的 v.洗，洗涤（wash的过去分词）
513 watched 1 英 [wɒtʃ] 美 [wɑːtʃ] v. 注视；看守；观看 n. 手表；监视；看守；值班
514 watching 1 ['wɔtʃiŋ] vt.观看，守望；监视，注意（watch现在分词）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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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517 whi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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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 widespread 1 ['waid'spred] adj.普遍的，广泛的；分布广的
519 witness 1 ['witnis] n.证人；目击者；证据 vt.目击；证明；为…作证 vi.作证人 n.(Witness)人名；(津)威特尼斯
520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521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522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523 zach 1 [zæk] n.扎克（Zachary，Zachariah）的昵称
524 zero 1 ['ziərəu, 'zi:rəu] n.零点，零度 num.零 n.(Zero)人名；(意)泽罗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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