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n10 2019-03-13 词频表
the 8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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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it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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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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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of 3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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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in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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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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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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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be 15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0 is 1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 ar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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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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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huawei 11 华为
14 for 10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5 mal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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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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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unidentified 10 adj.未经确认的；未辨别出的，身份不明的
18 boeing 9 ['bəuiŋ] n.波音（客机）
19 but 9 [强 bʌt, 弱 bət, bʌt] conj.但是；而是；然而 adv.仅仅，只 prep.除…以外 n.(But)人名；(俄、罗)布特；(越)笔
20 one 9 [wʌn] pron.一个人；任何人 adj.一的；唯一的 n.一 num.一；一个 n.(One)人名；(老)温
21 was 9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2 compan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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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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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sa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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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塞伊；(匈、罗)绍伊

you 8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6 Chinese 7 [,tʃai'ni:z] n.中文，汉语；中国人 adj.中国的，中国人的；中国话的
27 cnn 7 [ˌsiːen'en] abbr. 美国有线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
28 could 7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29 mak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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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n.制造；构造；性情 n.(Make)人名；(塞、南非)马克

no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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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people 7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32 these 7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33 they 7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4 whe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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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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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b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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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from 6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35

government 6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39 if 6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40 its 6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41 new 6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42 not 6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43 plane 6 [plein] n.飞机；平面；程度，水平 vi.刨；乘飞机旅行；翱翔 vt.刨平；用刨子刨；掠过水面 adj.平的；平面的 n.(Plane)人
38

名；(塞、瑞典、法)普拉内
44

som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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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ter 5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46 airlines 5 ['erlaɪns] n. 航空公司
47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48 china 5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49 companies 5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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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max 5 n.]完全；彻底；最大限度；最大量；最大数
52 off 5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53 re 5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54 snow 5 [snəu] n.雪，积雪；下雪 vi.降雪 vt.使纷纷落下；使变白 n.(Snow)人名；(英)斯诺
55 students 5 [st'juːdnts] 学生
56 system 5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57 technology 5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58 them 5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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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air 4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61 aircraft 4 ['εəkrɑ:ft] n.飞机，航空器
62 American 4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63 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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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calle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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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c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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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的）食品罐头

carriers 4 ['kæriəz] 载体
67 cheating 4 英 [tʃiːtɪŋ] 美 ['tʃɪtɪŋ] n. 欺骗行为 动词cheat的现在分词.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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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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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ntries 4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70 eve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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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flight 4 [flait] n.飞行；班机；逃走 vt.射击；使惊飞 vi.迁徙 n.(Flight)人名；(英)弗莱特
72 int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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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investigation 4 [in,vesti'geiʃən] n.调查；调查研究
74 mad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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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many 4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76 more 4 [mɔ:] adv.更多；此外；更大程度地 adj.更多的；附加的 pron.更多的数量 n.更多 n.(More)人名；(英、法)莫尔；(意、西、
71

以)莫雷

onl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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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our 4 ['auə, ɑ:] pron.我们的
77

79

sai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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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rtly 4 ['ʃɔ:tli] adv.立刻；简短地；唐突地
81 than 4 [ðæn, 弱ðən, ðn] conj.比（用于形容词、副词的比较级之后）；除…外（用于other等之后）；与其…（用于rather等之后）；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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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i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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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two 4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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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were 4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86 wh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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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world 4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88 aboard 3 [ə'bɔ:d] adv.在飞机上；[船]在船上；在火车上 prep.在…上
89 ab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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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人 n.(About)人名；(法)阿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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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ause 3 [bi'kɔz] conj.因为
92 been 3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93 before 3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94 Carl 3 [kɑ:l] n.卡尔（男名）
95 cell 3 [sel] n.细胞；电池；蜂房的巢室；单人小室 vi.住在牢房或小室中 n.(Cell)人名；(英)塞尔
96 college 3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97 crash 3 [kræʃ] n.撞碎；坠毁；破产；轰隆声；睡觉 vi.摔碎；坠落；发出隆隆声；(金融企业等)破产 vt.打碎；使坠毁、撞坏；擅
90

自闯入

crashed 3 [kræʃt] adj.失事的 v.碰撞，坠落，破产，垮台（crash的过去式）；崩溃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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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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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ing 3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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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quipment 3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103 fake 3 [feik] n.假货；骗子；假动作 vt.捏造；假装…的样子 vi.假装；做假动作 adj.伪造的 n.(Fake)人名；(英)费克
104 Federa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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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Federal)人名；(英)费德勒尔
10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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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

Georgetown 3 ['dʒɔ:dʒtaun] n.乔治城（圭亚那首都）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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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Going)人名；(英)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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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history 3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110 intelligence 3 n.智力；情报工作；情报机关；理解力；才智，智慧；天分
111 introduced 3 [ɪntrəd'juːst] v. 介绍，引进（动词int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2 je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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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mustang 3 ['mʌstæŋ] n.野马（产于墨西哥和北美平原）；海军行伍出身的军官（美国俚语）
114 nose 3 [nəuz] n.鼻子；嗅觉；突出的部分；探问 vt.嗅；用鼻子触 vi.小心探索着前进；探问
115 out 3 [aut] adv.出现；在外；出局；出声地；不流行地 adj.外面的；出局的；下台的 n.出局 prep.向；离去 vi.出来；暴露 vt.使熄
108

灭；驱逐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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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ne 3 [fəun] n.电话；耳机，听筒 vt.打电话 vi.打电话 n.(Phone)人名；(老、缅)蓬
118 pilots 3 ['paɪləts] n. 飞行员；向导 名词pilot的复数形式.
119 problems 3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120 says 3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21 security 3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122 se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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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student 3 ['stju:dənt, 'stu:-] n.学生；学者 n.(Student)人名；(德)施图登特
124 take 3 vt.拿，取；采取；接受（礼物等）；买，花费；耗费（时间等） vi.拿；获得 n.捕获量；看法；利益，盈益；（入场券
117

的）售得金额

telecom 3 ['telikɔm] n.电信，远距通信；电讯
126 university 3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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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us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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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we 3 [wi:弱 wi] pron.我们（主格）；笔者，本人（作者或演讲人使用）；朕，寡人 n.(We)人名；(缅)韦
130 wireless 3 ['waiəlis] adj.无线的；无线电的 n.无线电 vt.用无线电报与…联系；用无线电报发送 vi.打无线电报；打无线电话
131 would 3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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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使符合；使适合

admitted 2 [əd'mitid] adj.公认的；被承认了的 v.承认（admit的过去分词）
134 again 2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135 airplane 2 ['εəplein] n.飞机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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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allegedly 2 adv.依其申述；据说，据称
138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39 among 2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40 anything 2 ['eniθiŋ] pron.任何事
141 area 2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142 around 2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143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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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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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hletes 2 ['æθliːts] 运动员
145 athletic 2 [æθ'letik] adj.运动的，运动员的；体格健壮的
146 autopilot 2 ['ɔ:təu'pailət] n.[航]自动驾驶仪（等于automaticpilot）
147 begin 2 [bɪˈ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148 bot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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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匈)博特
14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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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捷、芬、瑞典、匈)布兰德；(法)布朗

brand

bu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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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California 2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152 calls 2 ['kɔːlz] n. 呼唤；命令；电话；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
153 capit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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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car 2 [kɑ:] n.汽车；车厢 n.(Car)人名；(土)贾尔；(法、西)卡尔；(塞)察尔
155 cheaper 2 ['tʃiːpər] adj. 比较便宜的
156 coaches 2 英 [kəʊtʃ] 美 [koʊtʃ] n. 教练；经济舱；(火车)客车车厢；四轮马车 v. 指导；训练
157 colleges 2 ['kɒlɪdʒɪz] 高校
158 commercial 2 [kə'mə:ʃəl] adj.商业的；营利的；靠广告收入的 n.商业广告
150

concern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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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design 2 [di'zain] vt.设计；计划；构思 n.设计；图案 vi.设计
161 designed 2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162 developing 2 [di'veləpiŋ] adj.发展中的 n.[摄]显影 v.发展（develop的ing形式）
163 d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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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dow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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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去 n.(Down)人名；(英)唐

dozens 2 ['dʌznz] n. 几十；许多
166 eas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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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mployees 2 [ˌemplɔɪ'iː] n. 受雇者；雇工；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
168 Ethiopian 2 [,i:θi'əupiən] adj.埃塞俄比亚的；黑人的 n.埃塞俄比亚人；黑人
169 ever 2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170 evidence 2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171 experts 2 英 ['ekspɜːt] 美 ['ekspɜːr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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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ford 2 n.浅滩；Ford：福特汽车公司 vi.涉水而过 vt.涉过；徒涉
174 get 2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75 happened 2 ['hæpəned] adj.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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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名；(英)海伊

India 2 ['indiə] n.印度（南亚国家）
178 Indonesia 2 ['indəu'ni:zjə,-ʒə] n.印尼，印度尼西亚（东南亚岛国）
179 involved 2 [in'vɔlvd] adj.有关的；卷入的；复杂的 v.涉及；使参与；包含（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0 killed 2 [kild] adj.被杀死的；镇静的；隔开的 vt.杀（kill的过去分词）
181 largest 2 ['laːdʒɪst] adj. 最大的
182 lion 2 ['laiən] n.狮子；名人；勇猛的人；社交场合的名流 n.(Lion)人名；(西、葡)利昂；(德、法、意、捷、瑞典)利翁；(英)莱昂
183 making 2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184 malmstrom 2 n. 马尔姆斯特伦
185 march 2 vi.（坚定地向某地）前进；行军，进军；游行示威；进展，进行 vt.使前进；使行军 n.行进，前进；行军；游行示
177

威；进行曲

may 2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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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model 2 ['mɔdəl] n.模型；典型；模范；模特儿；样式 vt.模拟；塑造；模仿 vi.做模型；做模特儿 adj.模范的；作模型用的 n.
186

(Model)人名；(德、俄、英)莫德尔

models 2 ['mɒdlz] n. 模范；模特儿；模型（名词model的复数形式）
190 national 2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191 Nebraska 2 [ni'bræskə] n.内布拉斯加州
192 network 2 ['netwə:k] n.网络；广播网；网状物
193 networks 2 英 ['netwɜːk] 美 ['netwɜːrk] n. 网点；网络；网状系统；广播公司
194 news 2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95 now 2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196 nuclear 2 ['nju:kliə, 'nu:-] adj.原子能的；[细胞]细胞核的；中心的；原子核的
197 October 2 [ɔk'təubə] n.[天]十月
198 officials 2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199 oldest 2 ['əuldist] adj.最老的（old的最高级）；最旧的
200 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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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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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nes 2 [pleɪns] n. 位面；飞机 名词plane的复数形式.
203 positions 2 [pə'ziʃənz] n.[水运]位置（position的复数）；定位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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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以操纵权力的 n.(Power)人名；(英、葡)鲍尔

replace 2 [ri'pleis] vt.取代，代替；替换，更换；归还，偿还；把…放回原处
206 rural 2 ['ruərəl] adj.农村的，乡下的；田园的，有乡村风味的
207 saf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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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sa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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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sat 2 [sæt] v.坐（sit的过去式，过去分词） n.(Sat)人名；(中)萨(广东话·威妥玛)；(柬)萨；(印)萨特
210 saying 2 ['seiiŋ] n.话；谚语；言论 v.说（say的ing形式）
211 scam 2 [skæm] n.骗局，诡计；故事 vt.欺诈；诓骗 vi.欺诈；诓骗
212 second 2 ['sekənd] n.秒；第二名；瞬间；二等品 vt.支持 adj.第二的；次要的；附加的 num.第二 adv.第二；其次；居第二位 n.
209

(Second)人名；(法)塞孔

sell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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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series 2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215 should 2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216 so 2 ['səu, 弱 sə] adv.如此，这么；确是如此 conj.所以；因此 pron.这样 n.(So)人名；(柬)索
217 southern 2 ['sʌðən] adj.南的；南方的 n.南方人 n.(Southern)人名；(英)萨瑟恩
218 stanford 2 ['stænfəd] n.斯坦福（姓氏，男子名）；斯坦福大学（美国一所大学）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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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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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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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ch 2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22 telecommunications 2 n.通讯行业：服务类型变更，缴纳话费，账户总览等所有业务均可通过移动设备完成
223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24 towers 2 ['taʊəz] n. 塔器 名词tower的复数形式.
225 turn 2 vt.转动，使旋转；转弯；翻过来；兑换 vi.转向；转变；转动 n.转弯；变化；(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行为，举动，举止 n.
221

(Turn)人名；(德、匈)图恩

united 2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227 w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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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where 2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229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230 whi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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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who 2 pron.谁；什么人
232 working 2 ['wə:kiŋ] adj.工作的；操作的；可行的 n.工作；活动；制作；操纵 v.工作；影响；受雇用（work的ing形式） n.
226

(Working)人名；(英)沃金
233

ABC 1 n.基础知识；字母表 abbr.美国广播公司（AmericanBroadcastingCompany）；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ustralianBroadcastingCorporation）；出生在美国的华人（American-bornChinese）；代理商-商家-消费者的商业模式
（Agent,Business,Consumer）

abuse 1 [ə'bju:z, ə'bju:s] n.滥用；虐待；辱骂；弊端；恶习，陋习 vt.滥用；虐待；辱骂 n.(Abuse)人名；(英)阿比斯
235 accidents 1 ['æksɪdənts] 事故
236 accused 1 [ə'kju:zd] n.被告 adj.被控告的 v.指责；控告（accuse的过去式）
237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238 ac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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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239

acting

1 ['æktiŋ] adj.代理的；装腔作势的 n.演技；演戏；假装

administration 1 [əd,mini'streiʃən] n.管理；行政；实施；行政机构
241 administrators 1 [əd'mɪnɪstreɪtəz] n. 管理员 名词administrator的复数形式.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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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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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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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airline 1 ['εəlain] n.航空公司；航线 adj.航线的
246 airplanes 1 飞机
247 aisle 1 [ail] n.通道，走道；侧廊
248 allow 1 [ə'lau] vt.允许；给予；认可 vi.容许；考虑
249 allowing 1 [ə'laʊ] vt. 允许；让某人得到；留出；同意（法律） vi. (for)考虑到；允许
250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251 always 1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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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angle 1 vi.钓鱼；谋取 n.角度，角，方面
254 answers 1 英 ['ɑːnsə(r)] 美 ['ænsər] v. 回答；答复；接电话 n. 答案；回答；答复
255 antifreeze 1 ['æntifri:z] n.[助剂]防冻剂
256 apparently 1 [ə'pærəntli] adv.显然地；似乎，表面上
257 areas 1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258 aren 1 阿伦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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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arrest 1 [ə'rest] vt.逮捕；阻止；吸引 n.逮捕；监禁 n.(Arrest)人名；(德)阿雷斯特
261 as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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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association 1 [ə,səusi'eiʃən, ə,səuʃi'ei-] n.协会，联盟，社团；联合；联想
263 attac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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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attacks 1 [ə'tæk] n. 攻击；抨击 v. 攻击；抨击；发动攻击；（疾病）侵袭
265 attorney 1 n.律师；代理人；检察官
266 Australia 1 [ɔ'streiljə] n.澳大利亚，澳洲
267 automated 1 英 ['ɔːtəʊmeɪtɪd] 美 ['ɔːtoʊmeɪtɪd] adj. 自动化的 动词autom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68 automatic 1 [,ɔ:tə'mætik] adj.自动的；无意识的；必然的 n.自动机械；自动手枪
269 aviation 1 [,eivi'eiʃən] n.航空；飞行术；飞机制造业
270 baby 1 ['beibi] n.婴儿，婴孩；孩子气的人 vt.纵容，娇纵；把……当婴儿般对待 adj.婴儿的；幼小的 n.(Baby)人名；(法、葡)巴
240

比；(英)巴比，芭比(女名)；(俄)巴贝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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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llistic 1 [bə'listik] adj.弹道的；射击的
273 barred 1 [bɑ:d] adj.被禁止的；有条纹的 v.（用栅栏）阻挡（bar的过去式）
274 base 1 [beis] n.基础；底部；垒 adj.卑鄙的；低劣的 vt.以…作基础 n.(Base)人名；(日)马濑(姓)
275 bases 1 ['beisi:z] n.基础（base的复数形式）；根据；主要成分 n.(Bases)人名；(西)巴塞斯
276 beholden 1 [bi'həuldən] adj.负有义务的；蒙恩的；对…表示感谢的
277 Beijing 1 ['bei'dʒiŋ] n.北京（等于Peking或Pekin）
278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279 belonging 1 [bi'lɔŋiŋ] n.所有物；行李；附属物
280 beneath 1 [bi'ni:θ] prep.在…之下 adv.在下方
281 best 1 [best] n.最好的人，最好的事物；最佳状态 adj.最好的 adv.最好地 vt.打败，胜过 n.(Best)人名；(英、西、德、葡、法)贝斯
272

特
282

better 1 [betə] n.长辈；较好者；打赌的人（等于bettor） adv.更好的；更多的；较大程度地 adj.较好的 vt.改善；胜过 vi.变得较

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284 billion 1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285 bills 1 [bɪls] n. 账单；纸钞；汇票；法案 名词bill的复数形式.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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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德、西、葡、芬、罗)布洛克

blues 1 [blu:z] n.忧郁布鲁斯歌曲；蓝色物（blue的复数） v.把…染成蓝色（blue的第三人称单数）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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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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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inessman 1 ['biznismæn] n.商人
290 buying 1 n.买进 v.购买；获得；收买（buy的ing形式）
291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292 Canada 1 ['kænədə] n.加拿大（北美洲国家）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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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cars 1 英 [kɑ:z] 美 [kɑ:rz] n. 汽车；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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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cases 1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297 caused 1 [kɔː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298 causing 1 [kɔːz] vt. 引起；使发生 n. 原因；理由；事业
299 central 1 ['sentrəl] adj.中心的；主要的；中枢的 n.电话总机
300 CEO 1 abbr.首席执行官；执行总裁（chiefexecutiveofficer）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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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changes 1 [tʃendʒs] n.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
303 charged 1 [tʃɑ:dʒd] adj.带电的；充满感情的；气氛紧张的 vt.填充
304 cheat 1 [tʃi:t] vt.欺骗；骗取 vi.欺骗；作弊 n.欺骗，作弊；骗子
305 civilian 1 [si'viljən] adj.民用的；百姓的，平民的 n.平民，百姓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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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除；空隙 n.(Clear)人名；(英)克利尔

closely 1 ['kləusli] adv.紧密地；接近地；严密地；亲近地
308 cold 1 [kəuld] adj.寒冷的；冷淡的，不热情的；失去知觉的 n.寒冷；感冒 adv.完全地
309 com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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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committed 1 [kə'mitid] adj.坚定的；效忠的；承担义务的 v.承诺；委托；干坏事；付诸（commit的过去分词）
311 common 1 ['kɔmən] adj.共同的；普通的；一般的；通常的 n.普通；平民；公有地 n.(Common)人名；(法)科蒙；(英)康芒
312 communication 1 n.通讯，[通信]通信；交流；信函
313 communications 1 英 [kəmjuːnɪ'keɪʃ(ə)nz] 美 [kəˌmjuːnɪ'keɪʃənz] n. 通信技术；通讯设备 名词communication的复数形式.
314 comprehensive 1 [,kɔmpri'hensiv] adj.综合的；广泛的；有理解力的 n.综合学校；专业综合测验
315 connections 1 [kə'nektʃənz] n. 连接点 名词connection的复数形式.
316 contracts 1 英 ['kɒntrækt] 美 ['kɑːntrækt] n. 合同；婚约；合约；契约 v. 缩小；订合同；缩短；感染（疾病）；招致
317 control 1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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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ol 1 [ku:l] adj.凉爽的；冷静的；出色的 vt.使…冷却；使…平静下来 vi.变凉；平息 n.凉爽；凉爽的空气 adv.冷静地 n.(Cool)人
307

名；(法)科尔；(英)库尔

copy 1 ['kɔpi] vi.复制；复印；抄袭 vt.复制；复印；抄袭 n.副本；一册；摹仿
321 cost 1 vt.花费；使付出；使花许多钱；估价，估算成本 vi.花费 n.费用，代价，成本；损失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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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乐的
323

course 1 n.科目；课程；过程；进程；道路；路线，航向；一道菜 vt.追赶；跑过 vi.指引航线；快跑

covers 1 英 ['kʌvə(r)] 美 ['kʌvər] n. 封面；盖子；套子；表面 v. 覆盖；涉及；包含；掩护；给…保险
325 crashes 1 [kræʃ] v. 撞击；坠毁；发出巨响；崩溃；破产；<俚>宿夜 n. 轰隆声；猛撞；崩溃；暴跌；垮台；粗布 adj. 速成的
326 creating 1 [kri'ːeɪtɪŋ] vbl. 创造； 建造； 把 ... 列为
327 crimes 1 [k'raɪmz] 犯罪
328 criminal 1 ['kriminəl] n.罪犯 adj.刑事的；犯罪的；罪恶的
329 curbside 1 英 ['kɜːbsaɪd] 美 ['kɜːrbsaɪd] n. 路缘人行道 adj. 人行道的 =kerbside（英）.
330 data 1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331 deeply 1 ['di:pli] adv.深刻地；浓浓地；在深处
332 defense 1 [di'fens] n.防卫，防护；防御措施；防守 vt.谋划抵御
333 denied 1 [dɪ'naɪəd] adj. 被否认的；被拒绝的 动词den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34 department 1 [di'pɑ:tmənt] n.部；部门；系；科；局
335 depend 1 [di'pend] vi.依赖，依靠；取决于；相信，信赖
336 desolate 1 ['desələt, 'desəleit] adj.荒凉的；无人烟的 vt.使荒凉；使孤寂
337 develop 1 [di'veləp] vt.开发；进步；使成长；使显影 vi.发育；生长；进化；显露
338 devices 1 [dɪ'vaɪsɪz] n. 设备
339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340 disappointing 1 [,disə'pɔintig] adj.令人失望的；令人扫兴的 v.令人失望（disappoint的ing形式）；辜负…的期望
341 dispersed 1 [dɪ'spɜːst] adj. 被驱散的；被分散的；散布的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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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人名）；（英）多恩（人名）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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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uble

earlier 1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345 efficiency 1 [i'fiʃənsi] n.效率；效能；功效
346 encrypted 1 v.把…编码；把…加密（encrypt的过去分词）
347 entity 1 ['entəti] n.实体；存在；本质
348 entrance 1 ['entrəns] n.入口；进入 vt.使出神，使入迷
349 equipped 1 [ɪk'wɪpt] v. 装备；整装；预备 vbl. 装备；整装；预备
350 et 1 [i:ti:] conj.（拉丁语）和（等于and）
351 Ethiopia 1 [,i:θi'əupiə] n.埃塞俄比亚
352 European 1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353 every 1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354 exams 1 [ɪɡ'zæmz] examinations 考试
355 explaining 1 [ɪk'spleɪn] v. 说明；解释
356 faa 1 abbr. (美国)联邦航空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abbr. 共同海损及特殊海损均不赔偿(=Free of All Average)
357 face 1 [feis] n.脸；表面；面子；面容；外观；威信 vi.向；朝 vt.面对；面向；承认；抹盖 n.(Face)人名；(法)法斯；(意)法切
358 faster 1 ['fa:stə] adj.更快的 adv.更快地 n.(Faster)人名；(德、捷)法斯特
359 fastest 1 ['fɑːstɪst] adj. 最快的 形容词fast的最高级形式.
360 fatal 1 ['feitl] adj.致命的；重大的；毁灭性的；命中注定的 n.(Fatal)人名；(葡、芬)法塔尔
361 FBI 1 [ˌefbiː'aɪ] abbr. 美国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362 features 1 ['fiːtʃəz] n. 容貌；特征 名词feature的复数形式.
363 fenced 1 围墙
364 Fields 1 n.域，字段；场设置（field复数形式） v.使上场（field的单三形式） n.(Fields)人名；(德、英、葡)菲尔茨
365 fifty 1 ['fifti] n.五十；五十个；编号为50的东西 adj.五十的；五十个的；众多的
366 figure 1 ['figə] n.数字；人物；图形；价格；（人的）体形；画像 vi.计算；出现；扮演角色 vt.计算；认为；描绘；象征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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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flights 1 [flaɪt] n. 飞行；航班；镖尾；逃走，逃离，溃逃
369 fly 1 [flai] vi.飞；驾驶飞机；飘扬 vt.飞行；飞越；使飘扬 n.飞行；苍蝇；两翼昆虫 adj.敏捷的 n.(Fly)人名；(法)弗利；(英)弗莱
370 flying 1 ['flaiiŋ] adj.飞行的 n.飞行 v.飞（fly的ing形式）
371 follow 1 ['fɔləu] vt.跟随；遵循；追求；密切注意，注视；注意；倾听 vi.跟随；接着 n.跟随；追随
372 fooled 1 [fuːl] n. 傻瓜；小丑；奶油果蓉 v. 愚弄；欺骗；开玩笑；干蠢事；玩弄；鬼混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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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 foreign 1 ['fɔrin] adj.外国的；外交的；异质的；不相关的
375 forest 1 ['fɔrist] vt.植树于，使成为森林 n.森林 n.(Forest)人名；(法)福雷；(英、西)福雷斯特
376 forget 1 [fə'gɛt] vt.忘记；忽略 vi.忘记 n.(Forget)人名；(法)福尔热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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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formally 1 ['fɔ:məli] adv.正式地；形式上
379 formed 1 [fɔ:md] adj.成形的，成形 v.成形加工（form过去时形式）
380 fought 1 [fɔ:t] v.战斗（fight的过去分词）；打架
381 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382 founded 1 [faʊnd] v. 建立；创立；创办；熔铸；找到，发现（动词fi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83 fraud 1 [frɔ:d] n.欺骗；骗子；诡计 n.(Fraud)人名；(法)弗罗
384 frosty 1 ['frɔsti] adj.结霜的，严寒的；冷淡的；灰白的
385 fuel 1 ['fjuəl] vi.得到燃料 vt.供以燃料，加燃料 n.燃料；刺激因素
386 gain 1 [gein] n.增加；利润；收获 vt.获得；增加；赚到 vi.增加；获利 n.(Gain)人名；(英、匈、法)盖恩
387 gathered 1 ['gæðəɒ] adj. 聚集的；集合的 动词ga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388 gave 1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389 genuinely 1 ['dʒenjuinli] adv.真诚地；诚实地
390 giant 1 ['dʒaiənt] n.巨人；伟人；[动]巨大的动物 adj.巨大的；巨人般的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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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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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 governments 1 ['gʌvənmənts] n. 政府；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
394 Greater 1 ['greitə] adj.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
395 ground 1 n.地面；土地；范围；战场;根据 vt.使接触地面；打基础；使搁浅 vi.着陆；搁浅 adj.土地的；地面上的；磨碎的；磨
378

过的 v.研磨（grind的过去分词）；压迫

grounded 1 adj.理性的；理智的；接触地面的 v.停（ground的过去式）；触地
397 grounding 1 ['graundiŋ] n.[电]接地；基础；搁浅；（染色的）底色 v.[电]接地（ground的ing形式）；搁浅
398 growing 1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399 grown 1 [grəun] adj.长大的；成年的；长满某物的 v.生长；变成；栽培（grow的过去分词）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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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 har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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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

猛烈地；牢固地 n.（Hard）人名；(英、芬、瑞典)哈德

hardware 1 ['hɑ:dwεə] n.计算机硬件；五金器具
403 helping 1 ['helpiŋ] n.帮助，协助；一份食物 adj.辅助的；给予帮助的 v.帮助；扶持（help的ing形式）
404 hi 1 [hai] int.嗨！（表示问候或用以唤起注意） n.(Hi)人名；(柬)希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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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highly 1 ['haili] adv.高度地；非常；非常赞许地
407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408 honest 1 ['ɔnist] adj.诚实的，实在的；可靠的；坦率的
409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410 ICBMs 1 abbr.洲际弹道导弹（intercontinentalballisticmissilesystem）
402

identified 1 [aɪ'dentɪfaɪd] adj.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12 illegal 1 adj.[法]非法的；违法的；违反规则的 n.非法移民，非法劳工
413 immensely 1 [i'mensli] adv.极大地；无限地；广大地；庞大地
414 incident 1 ['insidənt] n.事件，事变；插曲 adj.[光]入射的；附带的；易发生的，伴随而来的
415 including 1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416 industrial 1 [in'dʌstriəl] adj.工业的，产业的；从事工业的；供工业用的；来自勤劳的 n.工业股票；工业工人
417 industries 1 ['ɪndəstri] n. 工业；产业；行业；勤勉；勤劳
418 innovative 1 adj.革新的，创新的；新颖的；有创新精神的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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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 intercontinental 1 ['intə,kɔnti'nentəl] adj.洲际的；大陆间的
421 interim 1 ['intərim] adj.临时的，暂时的；中间的；间歇的 n.过渡时期，中间时期；暂定
422 investigators 1 [ɪn'vestɪɡeɪtəz] 侦查人员
423 involving 1 [ɪn'vɒlvɪŋ] adj.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
424 jets 1 [dʒet] n. 喷气式飞机；喷口；喷射；喷气式发动机 v. 喷射；喷出；搭乘喷射式飞机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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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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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ep 1 [ki:p] vt.保持；经营；遵守；饲养 vi.保持；继续不断 n.保持；生计；生活费 n.(Keep)人名；(英)基普
427 kids 1 [kɪd] n. 小孩；年轻人；小山羊；小山羊皮制品 vi. (山羊等)下崽；捉弄 vt. 开玩笑；哄骗；嘲弄 adj. 较年幼的
428 kind 1 [kaind] n.种类；性质 adj.和蔼的；宽容的；令人感激的 n.(Kind)人名；(德、俄、法、捷)金德；(瑞典)欣德
429 knowledge 1 ['nɔlidʒ] n.知识，学问；知道，认识；学科 n.(Knowledge)人名；(南非)诺利奇
430 land 1 [lænd] n.国土；陆地；地面 vt.使…登陆；使…陷于；将…卸下 vi.登陆；到达 n.(Land)人名；(英、德、葡、瑞典)兰德
431 la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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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

水；汽艇

launched 1 [lɔː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433 lead 1 [[li:d] [led]] n.领导；铅；导线；榜样 vt.领导；致使；引导；指挥 vi.领导；导致；用水砣测深 adj.带头的；最重要的 n.
432

(Lead)人名；(英)利德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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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 line 1 [lain] n.路线，航线；排；绳 vt.排成一行；划线于；以线条标示；使…起皱纹 vi.排队；站成一排 n.(Line)人名；(英)莱恩；
434

(俄)利涅

list 1 [list] n.[计]列表；清单；目录 vi.列于表上 vt.列出；记入名单内 n.(List)人名；(匈)李斯特；(英、德、法、西、捷)利斯特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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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 long 1 n.长时间；[语]长音节；（服装的）长尺寸；长裤 adj.长的；过长的；做多头的；长时间的；冗长的，长音 vi.渴望；热
437

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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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

loose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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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

major 1 ['meidʒə] adj.主要的；重要的；主修的；较多的 n.[人类]成年人；主修科目；陆军少校 vi.主修 n.(Major)人名；(西)马霍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manufacturer 1 [,mænju'fæktʃərə] n.制造商；[经]厂商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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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 media 1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447 melted 1 [meltid] adj.融化的；溶解的 v.融化；溶解（melt的过去式）
448 Members 1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449 men 1 ['fɔilzmən, men] n.男人，人类（man的复数） n.(Men)人名；(日)面(姓)；(葡)梅恩；(柬)孟
444

missile 1 ['misail, -səl] n.导弹；投射物 adj.导弹的；可投掷的；用以发射导弹的
451 missiles 1 ['mɪsaɪlz] 导弹
452 Montana 1 [mɔn'tænə] n.蒙大纳（美国州名）
453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454 mostly 1 ['məustli] adv.主要地；通常；多半地
455 named 1 [neimd] adj.命名的；指定的；被指名的 v.命名；任命（name的过去分词）；称呼
456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457 needs 1 [ni:dz] adv.（只与must连用）必须地 n.需要（need的复数） v.需要；必须；缺少（need的三单形式）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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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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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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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 Numbers 1 n.民数记（旧约圣经的第四卷） n.Numbers表格
462 offer 1 [ˈɒfə] vt.提供；出价；试图 n.提议；出价；意图；录取通知书 vi.提议；出现；献祭；求婚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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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465 operation 1 [,ɔpə'reiʃən] n.操作；经营；[外科]手术；[数][计]运算
466 opponents 1 [ə'pəʊnənts] 对手
467 order 1 ['ɔ:də] n.命令；顺序；规则；[贸易]定单 vt.命令；整理；定购 vi.命令；定货
468 ordered 1 ['ɔ:dəd] adj.[数]有序的；整齐的；安排好的 v.命令；点餐（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69 organization 1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470 others 1 pron.其他人
471 override 1 [,əuvə'raid] vt.推翻；不顾；践踏 n.代理佣金
472 ow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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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 parents 1 ['peərənts] n. 父母；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
474 parked 1 [pɑːkt] adj. 停放的 动词pa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475 particular 1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476 partners 1 英 ['pɑːtnə(r)] 美 ['pɑːrtnər] n. 伙伴；搭档；伴侣；合伙人 v. 同 ... 合作；做 ... 的搭档
477 passenger 1 ['pæsindʒə] n.旅客；乘客；过路人；碍手碍脚的人
478 passengers 1 旅客
479 Patrick 1 ['pætrik] n.帕特里克（男子名）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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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 pentagon 1 ['pentəgən] n.五角形
482 phones 1 英 [fəʊn] 美 [foʊn] n. 电话；电话机；听筒；耳机；[语]音素 v. 打电话 suf. 表示“声音”或“说 ... 语言的人”
483 pilot 1 ['pailət] n.飞行员；领航员 adj.试点的 v.驾驶；领航；试用 n.(Pilot)人名；(意、印)皮洛特；(法)皮洛
484 point 1 [pɔint] n.要点；得分；标点；[机]尖端 vt.指向；弄尖；加标点于 vi.表明；指向 n.(Point)人名；(法)普安
485 popular 1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486 potentially 1 [pə'tenʃəli] adv.可能地，潜在地
487 prairie 1 ['prεəri] n.大草原；牧场
488 preliminary 1 [pri'liminəri] n.准备；预赛；初步措施 adj.初步的；开始的；预备的
489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490 pretty 1 adj.漂亮的；可爱的；优美的 adv.相当地；颇 n.有吸引力的事物（尤指饰品）；漂亮的人 n.Pretty，普雷蒂（人名）
491 problem 1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492 procedure 1 [prə'si:dʒə] n.程序，手续；步骤
493 profiles 1 英 ['prəʊfaɪlz] 美 ['proʊfaɪlz] n. 档案资料，文件 名词profile的复数形式.
494 prosecuted 1 ['prɒsɪkjuːtɪd] adj. 被起诉的 动词prosecu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50

prosecutors 1 [p'rɒsɪkjuːtəz] 检察人员
496 proven 1 ['pru:vən] v.证明（prove的过去分词）
497 provoking 1 [prəu'vəukiŋ] adj.刺激的；令人生气的，激怒人的 v.激怒；挑拨；诱发（provoke的ing形式）
498 push 1 vt.推动，增加；对…施加压力，逼迫；按；说服 vi.推进；增加；努力争取 n.推，决心；大规模攻势；矢志的追求
499 pushes 1 [pʊʃ] v. 推；按；挤；逼迫；催促 n. 推；奋力；决心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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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 questions 1 ['kwestʃənz] n. 问题，疑问，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
502 quote 1 [kwəut, kəut] vt.报价；引述；举证 vi.报价；引用；引证 n.引用
503 radio 1 ['reidiəu] n.收音机；无线电广播设备 vi.用无线电进行通信 vt.用无线电发送 n.(Radio)人名；(西)拉迪奥
504 random 1 ['rændəm] adj.[数]随机的；任意的；胡乱的 n.随意 adv.胡乱地
505 range 1 n.范围；幅度；排；山脉 vi.（在...内）变动；平行，列为一行；延伸；漫游；射程达到 vt.漫游；放牧；使并列；归类
495

于；来回走动
506

1 ['redi] adj.准备好；现成的；迅速的；情愿的；快要…的 n.现款；预备好的状态 adv.迅速地；预先 vt.使准备好 n.(Ready)
人名；(英)雷迪

ready

receivers 1 [rɪ'siːvəz] 接收机
508 recognized 1 ['rekəɡnaɪzd] adj. 公认的；经过验证的 动词recogn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09 rejected 1 ['riːdʒekt] vt. 拒绝；排斥；驳回；丢弃 n. 不合格产品；被拒之人
510 relationship 1 [ri'leiʃənʃip] n.关系；关联
511 reliable 1 [ri'laiəbl] adj.可靠的；可信赖的 n.可靠的人
512 remote 1 [ri'məut] adj.遥远的；偏僻的；疏远的 n.远程
513 repeatedly 1 [rɪ'piːtɪdli] adv. 重复地；再三地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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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 research 1 n.研究；调查 vi.研究；调查 vt.研究；调查 [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
516 respected 1 [ri'spektid] adj.受尊敬的 v.尊敬；重视（resp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17 responds 1 英 [rɪ'spɒnd] 美 [rɪ'spɑːnd] v. 回答；响应；反应；反应灵敏；反响 n. [建]壁联；[宗]应唱圣歌
518 restrictions 1 [rɪ'strɪkʃn] n. 限制；约束
519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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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

人名；(英)赖特

risk 1 [risk] n.风险；危险；冒险 vt.冒…的危险 n.(Risk)人名；(英、阿拉伯)里斯克
522 risks 1 [rɪsk] n. 危险；风险；投资报酬的风险 vt. 冒 ... 的危险；承受...的风险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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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

名；(英)拉什

safer 1 ['seɪfər] adj. 更安全的 形容词safe的比较级.
525 safety 1 ['seifti] n.安全；保险；安全设备；保险装置；安打
526 school 1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527 schools 1 [s'kuːlz] n. 学校；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
528 scramble 1 ['skræmbl] vt.攀登；使混杂，仓促凑成；扰乱 n.抢夺，争夺；混乱，混乱的一团；爬行，攀登 vi.爬行，攀登；不规
524

则地生长；仓促行动

sculpture 1 ['skʌlptʃə] n.雕塑；雕刻；刻蚀 vt.雕塑；雕刻；刻蚀 vi.从事雕刻
530 seats 1 ['siːts] n. 席位 名词seat的复数形式.
531 secretary 1 ['sekrətəri] n.秘书；书记；部长；大臣
532 seize 1 [si:z] vt.抓住；夺取；理解；逮捕 vi.抓住；利用；（机器）卡住
533 senator 1 ['senətə] n.参议员；（古罗马的）元老院议员；评议员，理事 n.(Senator)人名；(瑞典、斯威)塞纳托尔
534 sensors 1 ['sensəz] 传感器
535 service 1 ['sə:vis] n.服务，服侍；服役；仪式 adj.服务性的；耐用的；服现役的 vt.维修，检修；保养 n.(Service)人名；(英)瑟维斯
536 Shanahan 1 n. 沙纳汉
529

shape 1 [ʃeip] n.形状；模型；身材；具体化 vt.形成；塑造，使成形；使符合 vi.形成；成形；成长 n.(Shape)人名；(瑞典)沙佩
538 share 1 [ʃεə] vt.分享，分担；分配 vi.共享；分担 n.份额；股份 n.(Share)人名；(阿拉伯)沙雷
539 shared 1 英 [ʃeəd] 美 [ʃerd] adj. 共享的；共用的 v. 分享，共享；分配；共有（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40 silo 1 ['sailəu] n.筒仓；青贮窖；飞弹发射井 vt.把…存入青贮窖；把…储存在筒仓内 n.(Silo)人名；(意、西、芬、瑞典)西洛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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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 single 1 ['siŋgl] adj.单一的；单身的；单程的 n.一个；单打；单程票 vt.选出 vi.击出一垒安打
543 six 1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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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

人名；(英)斯莫尔

smaller 1 [s'mɔːlər] adj. 较小的
546 snowy 1 ['snəui] adj.下雪的，多雪的；被雪覆盖的；洁白无瑕的
547 social 1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548 software 1 ['sɔftwεə, 'sɔ:-] n.软件
549 solutions 1 [sə'luːʃnz] n. 解答
550 someth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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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 sports 1 n.运动；运动会（sport的复数）；（报纸）体育版面；突变；娱乐 adj.运动的；适用于运动的 v.娱乐；戏弄（sport的
545

第三人称单数）

spy 1 [spai] vt.侦察；发现；暗中监视 vi.侦察；当间谍 n.间谍；密探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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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 statement 1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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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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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 subsidies 1 ['sʌbsədi] n. 津贴；补助金
558 substantial 1 [səb'stænʃəl] adj.大量的；实质的；内容充实的 n.本质；重要材料
559 Sunday 1 ['sʌndei] n.星期日；礼拜日
560 supposed 1 [sə'pəuzd] adj.假定的；被信以为真的；想象上的 v.假定（suppose的过去分词）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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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 taken 1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563 takeoff 1 起飞 开始 起跳 起跳的，起飞的
564 talented 1 ['tæləntid] adj.有才能的；多才的
565 targeted 1 英 ['tɑːɡɪt] 美 ['tɑːrɡɪt] n. 目标；对象；靶 vt. 把 ... 作为目标；瞄准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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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 technologically 1 [,teknə'lɔdʒikli] adv.科技地；技术上地
568 tell 1 [tel] vt.告诉，说；辨别；吩咐；断定 vi.讲述；告发，泄密；识别 n.(Tell)人名；(英、德、瑞典)特尔；(罗、意)泰尔；(阿
552

拉伯)塔勒

tellin 1 樱蛤
570 temporarily 1 ['tempərərili, ,tempə'rεə-] adv.临时地，临时
571 terrain 1 [te'rein, tə-, 'terein] n.[地理]地形，地势；领域；地带
572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573 though 1 [ðəu] adv.可是，虽然；不过；然而 conj.虽然；尽管 prep.但
574 threat 1 [θret] n.威胁，恐吓；凶兆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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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 ticket 1 ['tikit] n.票；入场券，标签；（美）候选人名单；证明书；交通罚款单 vt.加标签于；指派；对…开出交通违规罚单
577 time 1 [taim] n.时间；时代；次数；节拍；倍数 vt.计时；测定…的时间；安排…的速度 adj.定时的；定期的；分期的 n.(Time)人
569

名；(俄)季梅；(英)泰姆；(罗)蒂梅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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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580 tow 1 [təu] n.拖；麻的粗纤维；拖曳所用之绳 vt.拖；牵引；曳 vi.被拖带；拖行 n.(Tow)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道
581 tower 1 ['tauə] n.塔；高楼；堡垒 vi.高耸；超越 n.(Tower)人名；(英)托尔
582 transcript 1 ['trænskript, 'trænz-, 'trɑ:n-] n.成绩单；抄本，副本；文字记录
583 transmitters 1 [trænz'mɪtəz] 发射机
584 triangle 1 ['traiæŋgl] n.三角（形）；三角关系；三角形之物；三人一组
585 tried 1 adj.可靠的；试验过的 v.尝试，审问，审理，审讯，审判（try的过去分词）
586 trivia 1 ['triviə] n.琐事
587 trooper 1 ['tru:pə] n.骑兵；骑警；伞兵；部队运输船 n.(Trooper)人名；(英)特鲁珀
588 truly 1 ['tru:li] adv.真实地，不假；真诚地 n.(Truly)人名；(英)特鲁利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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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 trying 1 ['traiiŋ] adj.难受的；难堪的；费劲的；令人厌烦的 v.尝试（try的ing形式）；试验
591 twin 1 [twin] vt.使成对 n.双胞胎中一人 adj.双胞胎的 vi.成对；生双胞胎 n.(Twin)人名；(英)特温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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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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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4 union 1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595 universities 1 英 [ˌjuːnɪ'vɜːsəti] 美 [ˌjuːnɪ'vɜːrsəti] n. 大学
596 unlike 1 [,ʌn'laik] adj.不同的，不相似的 prep.和…不同，不像
597 until 1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598 update 1 [ʌp'deit, 'ʌpdeit] vt.更新；校正，修正；使现代化 n.更新；现代化
599 updated 1 [ʌp'deɪtɪd] adj. 更新的；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00 us 1 pron.我们
601 USC 1 abbr. 超声波清洗(=Ultra Sonic Cleaning ) abbr. 《美国法典》(=United States Code)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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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 uses 1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604 valuable 1 ['væljuəbl] adj.有价值的；贵重的；可估价的 n.贵重物品
605 values 1 ['væljʊz] n. 价值观念；价值标准 名词value的复数形式.
606 variant 1 ['vεəriənt] adj.不同的；多样的 n.变体；转化
607 varsity 1 ['vɑ:səti] n.大学；大学运动代表队 adj.大学代表队的
608 vast 1 [vɑ:st, væst] adj.广阔的；巨大的；大量的；巨额的 n.浩瀚；广阔无垠的空间 n.(Vast)人名；(法)瓦斯特
609 vehicle 1 ['viːɪk(ə)l] n.[车辆]车辆；工具；交通工具；运载工具；传播媒介；媒介物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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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 vital 1 ['vaitəl] adj.至关重要的；生死攸关的；有活力的 n.(Vital)人名；(法、德、意、俄、葡)维塔尔；(西)比塔尔
612 wake 1 vi.醒来；唤醒；警觉 vt.叫醒；激发 n.尾迹；守夜；守丧 n.(Wake)人名；(英)韦克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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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 weaponized 1 [wiː'pənaɪzd] 武器化
615 weather 1 ['weðə] n.天气；气象；气候；处境 vt.经受住；使风化；侵蚀；使受风吹雨打 vi.风化；受侵蚀；经受风雨 adj.露天
579

的；迎风的 n.(Weather)人名；(英)韦瑟

week 1 [wi:k] n.周，星期
617 welcome 1 ['welkəm] adj.受欢迎的 n.欢迎 vt.欢迎 int.欢迎 n.(Welcome)人名；(英)韦尔科姆
618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619 wide 1 [waid] adj.广泛的；宽的，广阔的；张大的；远离目标的 adv.广泛地；广阔地；充分地 n.大千世界 n.(Wide)人名；(瑞典、
616

芬)维德

w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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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 winterized 1 英 ['wɪntəraɪz] 美 ['wɪntəˌraɪz] vt. 使 ... 准备过冬； 使 ... 防冻； 使 ... 适合冬季使用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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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24 worry 1 ['wʌri, 'wə:ri] n.担心；烦恼；撕咬 vt.担心；发愁；折磨 vi.担心；烦恼；撕咬
625 worthy 1 ['wə:ði] adj.值得的；有价值的；配得上的，相称的；可尊敬的；应…的 n.杰出人物；知名人士 n.(Worthy)人名；(英)沃
623

西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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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le 1 [jeil] n.耶鲁（男子名）；（美）耶鲁大学；耶鲁弹簧锁（等于Yalelock）
628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629 your 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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