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n10 2020-03-13 词汇表
able 1 ['eibl] adj.能；[经管]有能力的；能干的 n.(Able)人名；(伊朗)阿布勒；(英)埃布尔
2 abou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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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人 n.(About)人名；(法)阿布

access 1 ['ækses, 'æksəs, æk'ses] vt.使用；存取；接近 n.进入；使用权；通路
4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5 actions 1 ['ækʃ(ə)nz] n.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
6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7 aggressive 1 [ə'gresiv] adj.侵略性的；好斗的；有进取心的；有闯劲的
8 aggressively 1 [ə'gresivli] adv.侵略地；攻击地；有闯劲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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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greed 1 [ə'gri:d] adj.同意的；通过协议的 v.同意；赞成（agree的过去式）
11 ahe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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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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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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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llies 1 ['ælaiz] n.（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同盟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协约国
15 already 3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6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7 always 1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18 am 1 abbr.调频，调谐，调幅（amplitudemodulation） vi.（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 aux.（与v-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与v-ed
3

连用构成被动语态） n.（柬）安（人名）

America 1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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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mericans 1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22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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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nd 34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25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6 anot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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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pproval 1 [ə'pru:vəl] n.批准；认可；赞成
28 ar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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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Arkansas 1 ['ɑ:kənsɔ:] n.（美国）阿肯色州
30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31 art 1 n.（包括雕塑、绘画、音乐等的）艺术，美术；美术（作）品；艺品（作）品；（表演）艺术；技术，技巧； adj.艺术
19

的；艺术品的；具有艺术性的 v.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过时用法

artificial 1 [,ɑ:ti'fiʃəl] adj.人造的；仿造的；虚伪的；非原产地的；武断的
33 a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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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assembly 1 n.装配；集会，集合 n.汇编，编译
35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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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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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ailable 1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37 average 1 n.平均；平均数；海损 adj.平均的；普通的；通常的 vt.算出…的平均数；将…平均分配；使…平衡 vi.平均为；呈中
36

间色

awesome 1 [英['ɔːs(ə)m] 美['ɔsəm]] adj.令人敬畏的；使人畏惧的；可怕的；极好的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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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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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eball 1 ['beisbɔ:l] n.棒球；棒球运动
41 basketball 1 ['bɑ:skitbɔ:l, 'bæs-] n.篮球；篮球运动
42 be 7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43 bear 12 vt.结果实，开花（正式） vt.忍受；承受；具有；支撑 n.熊 n.(Bear)人名；(英)贝尔
44 became 1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45 because 5 [bi'kɔz] conj.因为
46 been 5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47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48 begin 3 [bɪˈ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49 being 2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50 belongs 1 英 [bɪ'lɒŋ] 美 [bɪ'lɔːŋ] vi. 应归入；属于
51 benefit 1 n.利益，好处；救济金 vt.有益于，对…有益 vi.受益，得益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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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特

bet 1 [bet] n.打赌，赌注；被打赌的事物 vt.打赌；敢断定，确信 vi.打赌 n.(Bet)人名；(意、以、瑞典、英)贝特
54 betty 1 ['beti] n.贝蒂（女子名）
55 bill 1 [bil] n.[法]法案；广告；账单；[金融]票据；钞票；清单 vt.宣布；开账单；用海报宣传
56 billion 1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57 biotech 1 [,baiəu'tek] abbr.生物技术；生物科技（biotechnology）
58 blueprint 1 ['blu:print] vt.计划；制成蓝图 n.蓝图，设计图；计划
59 bluffed 1 [blʌf] v. 虚张声势 n. 虚张声势；吓唬；绝壁 adj. 直率的
60 blush 1 [blʌʃ] vi.脸红；感到惭愧 n.脸红；红色；羞愧 vt.红著脸表示；使成红色 n.(Blush)人名；(英)布拉什
61 Borders 1 n.鲍德斯（公司名，第一家进行全球性扩张的美国图书零售商）
62 bounce 1 [bauns] n.跳；弹力；活力 vt.弹跳；使弹起 vi.弹跳；弹起，反跳；弹回
63 broad 1 [brɔ:d] adj.宽的，辽阔的；显著的；大概的 n.宽阔部分 adv.宽阔地 n.(Broad)人名；(英、德)布罗德
64 bull 1 [bul] n.公牛；看好股市者；粗壮如牛的人；胡说八道；印玺 adj.大型的；公牛似的；雄性的 vt.企图抬高证券价格；吓唬；
53

强力实现 vi.价格上涨；走运；猛推；吹牛 n.(Bull)人名；(英、葡、瑞典、芬、挪、德)布尔

businesses 1 ['bɪznəsɪz] n. 店铺，商行（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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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b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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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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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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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的）食品罐头

canceled 1 ['kænsl] v. 取消；作废；注销；抵消；删除 n. 取消；删除
72 cancellations 1 [kænsə'leɪʃnz] 消失矩
73 cape 1 [keip] n.[地理]海角，岬；披肩 n.(Cape)人名；(塞)察佩；(英)凯普
74 Capitol 2 ['kæpitəl] n.美国国会大厦；（美国）州议会大厦
75 Carl 2 [kɑ:l] n.卡尔（男名）
76 ca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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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cases 1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78 cat 1 n.猫，猫科动物
79 CEO 2 abbr.首席执行官；执行总裁（chiefexecutiveofficer）
80 channel 1 vt.引导，开导；形成河道 n.通道；频道；沟渠；海峡
81 cheaper 1 ['tʃiːpər] adj. 比较便宜的
71

china 4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83 Chun 4 n.(Chun)人名；(柬)宗；(泰)春
84 citizens 1 ['sɪtɪzənz] 公民
85 cli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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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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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sed 3 [kləuzd] adj.关着的；不公开的 v.关；结束；接近（close的过去分词）
87 closest 2 [k'ləʊsɪst] adj. 最靠近的
88 closures 2 英 ['kləʊʒə(r)] 美 ['kloʊʒər] n. 关闭；关口；讨论终结；终结
89 cnn 6 [ˌsiːen'en] abbr. 美国有线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
90 coincide 1 vi.一致，符合；同时发生 vi.(在性格、品质等方面)完全一致，相符
91 come 4 [kʌm] vi.来；开始；出现；发生；变成；到达 vt.做；假装；将满（…岁） int.嗨！ n.(Come)人名；(英)科姆；(阿尔巴)乔
86

梅

commodities 1 英 [kə'mɒdəti] 美 [kə'mɑːdəti] n. 商品；日用品；有价值之物
93 companies 1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94 compan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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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completed 1 [kəm'pliːtɪd] adj. 已完成的 v. 完成（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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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conduct 1 ['kɔndʌkt, kən'dʌkt] vi.导电；带领 vt.管理；引导；表现 n.进行；行为；实施
98 confident 1 ['kɔnfidənt] adj.自信的；确信的
99 confirmed 1 [kən'fə:md] adj.确认的；保兑的；坚定的；惯常的 v.确证；使坚定（confirm的过去分词）；批准
100 confront 1 [kən'frʌnt] vt.面对；遭遇；比较
101 contact 1 n.接触，联系 vt.使接触，联系 vi.使接触，联系
102 contain 1 [kən'tein] vt.包含；控制；容纳；牵制（敌军） vi.含有；自制
103 continuing 1 [kən'tɪnjuɪŋ] adj. 连续的；持续的；不间断的 动词continue的现在分词.
104 copy 1 ['kɔpi] vi.复制；复印；抄袭 vt.复制；复印；抄袭 n.副本；一册；摹仿
105 coral 1 ['kɔ:rəl] n.珊瑚；珊瑚虫 adj.珊瑚的；珊瑚色的 n.(Coral)人名；(英、法、西、葡)科拉尔
106 corona 15 [kə'rəunə] n.[物]电晕；日冕；冠状物 n.(Corona)人名；(罗、葡、西、意、英)科罗纳，科罗娜(女名)
107 coronavirus 1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108 correction 2 [kə'rekʃən] n.改正，修正
109 correspondent 1 [,kɔ:ri'spɔndənt] n.通讯记者；客户；通信者；代理商行
110 counting 1 ['kaʊntɪŋ] n. 计算
111 countries 4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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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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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crushed 1 [krʌʃt] adj. 压碎的；碾碎的；起皱的 动词cr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5 days 2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116 deadly 1 ['dedli] adj.致命的；非常的；死一般的 adv.非常；如死一般地
117 decline 2 [di'klain] n.下降；衰退；斜面 vi.下降；衰落；谢绝 vt.谢绝；婉拒
118 declined 1 [dɪ'klaɪn] v. 下降；减少；变弱；拒绝；倾斜 n. 衰微；跌落；晚年
119 defeat 1 vt.击败，战胜；挫败；使…失败 n.失败的事实；击败的行为
120 delivered 1 [dɪ'lɪvəd] adj. 已交付的，已交货的；已送达的 v. 递送；发表（演讲）；交付（deliv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1 dema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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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democrats 1 ['deməkræts] n. 民主党员 名词democrat的复数形式.
123 department 1 [di'pɑ:tmənt] n.部；部门；系；科；局
124 designs 1 [dɪ'zaɪn] n. 设计；图样；图案；目的 v. 设计；计划
113

developing 1 [di'veləpiŋ] adj.发展中的 n.[摄]显影 v.发展（develop的ing形式）
126 diagnosing 1 英 ['daɪəɡnəʊz] 美 [ˌdaɪəɡ'noʊs] v. 判断；诊断(疾病)
127 did 2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28 different 2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129 discuss 1 [dis'kʌs] vt.讨论；论述，辩论
130 disease 3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131 diseases 1 [dɪ'ziːzɪz] 病害
132 Disneyland 1 ['dɪznɪlænd] n. 迪斯尼乐园
133 distributed 1 [di'stribjutid] adj.分布式的，分散式的
134 d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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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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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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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donald 2 ['dɔnəld] n.唐纳德（男子名）
138 downturn 1 ['dauntə:n] n.衰退（经济方面）；低迷时期
139 drafting 1 ['drɑ:ftiŋ, 'dræft-] n.起草；制图；拖拽 v.起草；挑选；脱去（draft的ing形式）
140 dramatic 1 adj.戏剧的；急剧的；引人注目的；激动人心的
141 drive 1 [draiv] vi.开车；猛击；飞跑 vt.推动，发动（机器等）；驾驶（马车，汽车等）；驱赶 n.驱动器；驾车；[心理]内驱力，
135

推进力；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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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drop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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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arlier 1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145 easier 1 [英 ['i:zɪə] 美 ['i:zɪr]] adj.更简单；容易些（easy的比较级形式）；较早的
146 economic 1 [,i:kə'nɔmik] adj.经济的，经济上的；经济学的
147 effects 1 [i'fekts] n.效果（effect的复数形式）；财物
148 effort 2 ['efət] n.努力；成就
149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150 emergency 2 [i'mə:dʒənsi] n.紧急情况；突发事件；非常时刻 adj.紧急的；备用的
151 end 4 [end] n.结束；目标；尽头；末端；死亡 vi.结束，终止；终结 vt.结束，终止；终结 n.(End)人名；(英、德)恩德
152 enough 1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153 et 1 [i:ti:] conj.（拉丁语）和（等于and）
154 Europe 1 ['juərəp] n.欧洲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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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等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eventually 1 [i'ventʃuəli] adv.最后，终于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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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xactly 1 [ig'zæktli] adv.恰好地；正是；精确地；正确地
159 exceptions 1 [ɪk'sepʃənz] n. 例外 名词exception的复数形式.
160 exclusive 1 [ik'sklu:siv] adj.独有的；排外的；专一的 n.独家新闻；独家经营的项目；排外者
161 executives 1 英 [ɪɡ'zɛkjʊtɪv] 美 [ɪg'zɛkjətɪv] adj. 行政的；决策的；经营的；[计算机]执行指令 n. 行政主管；行政部门；决策者
162 exist 1 [ig'zist] vi.存在；生存；生活；继续存在
163 expect 1 [ik'spekt] vt.期望；指望；认为；预料 vi.期待；预期
164 expected 1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165 expeditiously 1 [,ekspi'diʃəsli] adv.迅速地；敏捷地
166 facilities 2 [fə'sɪlɪtɪz] n. 设施；设备；工具 名词facility的复数形式.
156

167

f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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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llen 1 ['fɔ:lən] adj.堕落的；落下来的；陷落的 v.落下；跌倒（fall的过去分词）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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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fa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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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德、英、俄、芬、捷、瑞典)法斯特

February 1 ['februəri] n.二月
172 Federal 1 ['fedərəl] adj.联邦的；同盟的 n.北部联邦同盟盟员；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
171

(Federal)人名；(英)费德勒尔

female 2 ['fi:meil] adj.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n.女人；[动]雌性动物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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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fire 1 ['faiə] n.火；火灾；炮火；炉火；热情；激情；磨难 vt.点燃；解雇；开除；使发光；烧制；激动；放枪 vi.着火；射击；开
173

枪；激动；烧火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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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

Florida 1 ['flɔridə] n.佛罗里达（美国东南部的州）
178 fluff 1 [flʌf] n.绒毛；错误；无价值的东西 vt.念错；抖松；使…起毛 vi.起毛；出错；变松
179 for 1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80 foreign 1 ['fɔrin] adj.外国的；外交的；异质的；不相关的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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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founder 2 ['faundə] vi.失败；沉没；倒塌；变跛 vt.破坏；使摔倒；垮掉 n.创始人；建立者；翻沙工
183 four 2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184 freddy 6 n. 弗雷迪; 弗蕾迪
185 frequent 1 ['fri:kwənt, fri'kwent] adj.频繁的；时常发生的；惯常的 vt.常到，常去；时常出入于
186 Friday 1 ['fraidi] n.星期五
187 Fridays 1 ['fraidiz] adv.于星期五 n.星期五（Friday的复数）
188 from 8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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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得宽大 n.全部；完整

fully 1 ['fuli] adv.充分地；完全地；彻底地 n.(Fully)人名；(法)菲利
191 functioning 1 ['fʌŋkʃəniŋ] n.运行，运作；[计]功能；机能；起酌（function的动名词） v.运行，起作用（function的现在分词形
190

式）

funding 1 ['fʌndiŋ] n.提供资金；用发行长期债券的方法来收回短期债券 v.提供资金；积存（fund的ing形式）
193 future 1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194 games 1 [geɪmz] n. [计算机] 游戏程序 n. 运动会；比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 v. 赌博（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
195 gave 1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196 genes 2 n. 基因（gene的复数形式）；格涅斯（人名）
197 genetic 1 [dʒi'netik] adj.遗传的；基因的；起源的
198 geographically 1 [dʒiə'græfikəli] adv.在地理上；地理学上
199 get 2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200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201 go 1 vi.走；达到；运转；趋于 n.去；进行；尝试 vt.忍受；出产；以…打赌 （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
192

gone现在分词going）

goal 1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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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goo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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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got 2 [gɔt] v.得到，明白（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Got)人名；(法)戈；(西、匈、瑞典)戈特
202

government 3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207 grader 1 ['greidə] n.分级机；分类机；（美）（中小学的）…年级学生 n.(Grader)人名；(英)格雷德尔
208 grateful 1 ['greitful] adj.感谢的；令人愉快的，宜人的
209 guff 1 [gʌf] n.废话；胡说，瞎扯
210 guys 1 [ɡaɪ] n. 家伙；(男)人 n. 拉索；牵索 vt. 嘲笑
211 had 3 v.有；吃；得到（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ux.已经（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
212 happening 1 ['hæpəniŋ] n.事件；意外发生的事 v.发生；碰巧（happen的ing形式）
213 h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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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hav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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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216 he 1 [hi:, 弱 hi, i:, i] n.男孩，男人；它（雄性动物） pron.他 n.(He)人名；(日)户(姓)；(朝)海；(柬)赫
217 health 3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218 heard 1 [hə:d] v.听到（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闻知 n.(Heard)人名；(英)赫德
219 hearing 1 ['hiəriŋ] n.听力；审讯，听讯 v.听见（hear的ing形式） n.(Hearing)人名；(英)希尔林
220 held 1 v.握住（hold的过去分词）；举起,抬起；使升高；展示；提出(作为榜样)(后与as连用) n.(Held)人名；(英、瑞典)赫尔德；
206

(德、捷)黑尔德；(罗、匈、塞)海尔德
1 [help] vt.帮助；促进；治疗；补救 n.帮助；补救办法；帮忙者；有益的东西 vi.帮助；有用；招待 n.(Help)人名；(芬)海尔
普

221

help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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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ghlighting 1 ['haɪlaɪtɪŋ] n. 加亮 动词highlight的现在分词形式.
224 highs 1 ['haɪz] n. 高频分量(高处)
225 hill 1 [hil] n.小山；丘陵；斜坡；山冈 n.(Hill)人名；(法、西)伊尔；(德、英、匈、捷、罗、芬、瑞典)希尔
226 his 3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227 history 2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228 hockey 1 ['hɔki] n.曲棍球；冰球 n.(Hockey)人名；(英)霍基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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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hospitals 1 ['hɒspɪtlz] 医院
231 hours 1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232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233 identify 1 vt.确定；鉴定；识别，辨认出；使参与；把…看成一样vi.确定；认同；一致
234 identifying 1 n.识别，标识；标识关系 v.识别（identify的现在分词）
235 if 4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236 II 1 abbr.微光（ImageIntensification）
237 illness 1 ['ilnis] n.病；疾病
238 in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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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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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audible 4 [in'ɔ:dəbl] adj.听不见的；不可闻的
240 including 1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241 independent 1 [,indi'pendənt] adj.独立的；单独的；无党派的；不受约束的 n.独立自主者；无党派者
242 index 1 ['indeks] n.指标；指数；索引；指针 vi.做索引 vt.指出；编入索引中
243 Indiana 1 [,indi'ænə] n.印第安纳州（美国中部的州）
244 individual 1 [,indi'vidjuəl, -dʒəl] adj.个人的；个别的；独特的 n.个人，个体
245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246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247 instructed 1 [in'strʌktid] adj.受教育的；得到指示的 v.指示；教育（instruct的过去分词形式）
239

intelligence 1 n.智力；情报工作；情报机关；理解力；才智，智慧；天分
249 internation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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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关系的；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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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invent 1 [in'vent] vt.发明；创造；虚构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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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is 2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54 issu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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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it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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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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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6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257 Ivan 2 ['aivən] n.伊凡（男子名）
258 January 1 ['dʒænjuəri] n.一月
259 japan 2 [dʒə'pæn] n.漆器；日本亮漆 vt.在…上涂漆
260 Jong 2 [jɔŋ] n.小伙子；（旧时的）青年男奴 n.(Jong)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永；(德、荷)容
261 just 2 [dʒʌst] adv.只是，仅仅；刚才，刚刚；正好，恰好；实在；刚要 adj.公正的，合理的；正直的，正义的；正确的；公平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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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key 1 [ki:] n.（打字机等的）键；关键；钥匙 vt.键入；锁上；调节…的音调；提供线索 vi.使用钥匙 adj.关键的 n.(Key)人名；
262

(英)基；(德、荷、瑞典)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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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kindergartner 1 ['kində,gɑ:tənə] n.幼儿园教师；幼儿园里的小孩
266 kinds 1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267 kit 2 [kit] n.工具箱；成套工具 vt.装备 vi.装备 n.(Kit)人名；(俄)基特；(东南亚国家华语)吉；(英)基特，姬特(女名)(教名
264

Christopher、Katherine的昵称)

kits 2 基茨
269 Korea 9 [kə'riə] n.韩国；朝鲜
270 Korean 3 [kə'riən] adj.韩国人的；韩国语的；朝鲜人的；朝鲜语的 n.韩国人；韩国语；朝鲜人；朝鲜语
271 laboratory 1 [lə'bɔrətəri] n.实验室，研究室
272 larger 1 adj.大的；多量的；大的(large的比较级)；大规模的；众多的；（服装、食物、日用品等）大型号的
273 last 2 [lɑ:st, læst] n.末尾，最后；上个；鞋楦（做鞋的模型） adj.最后的；最近的，最新的；仅剩的；最不可能…的 vi.持续；维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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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ted 1 ['lɑːstɪd] adj. 持续的 动词la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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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英、缅、柬)劳

league 3 [li:g] n.联盟；社团；范畴 vt.使…结盟；与…联合 vi.团结；结盟 n.(League)人名；(英)利格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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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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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let 1 [let] vt.允许，让；出租；假设；妨碍 vi.出租；被承包 n.障碍；出租屋 n.(Let)人名；(缅)莱；(俄)莱特
280 lik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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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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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俄)利涅

ll 2 abbr.陆上通信线（LandLines）；下限（LowerLimit）；低电平（LowLevel）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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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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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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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sses 1 ['lɒsɪz] n. 损耗 名词loss的复数形式.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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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madness 1 ['mædnis] n.疯狂；愚蠢的行为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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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29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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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e

ma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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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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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威；进行曲
293

marke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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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英 ['mɑːkɪt] 美 ['mɑːrkɪt] n. 市场；集市 v. 销售；推销；买卖
295 marshaling 1 ['maːʃəlɪŋ] n. 配制整齐；编组列车 动词marshal的现在分词形式.
296 matter 1 n.物质；事件 vi.有关系；要紧 n.(Matter)人名；(英、法)马特；(西)马特尔
297 may 2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298 measures 1 ['meʒəz] n. 措施；度量；尺寸；[音]拍子；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
299 medical 1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300 metropolitan 1 [,metrə'pɔlitən] adj.大都市的；大主教辖区的；宗主国的 n.大城市人；大主教；宗主国的公民
301 microbiologist 1 [,maikrəu,bai'ɔləgist] n.微生物学家
302 mid 1 [mid] adj.中间的；中央的 prep.在…之中 n.(Mid)人名；(柬)米
303 millions 1 ['mɪliənz] n. 数百万；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
304 mode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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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Model)人名；(德、俄、英)莫德尔

modern 1 ['mɔdən] adj.现代的，近代的；时髦的 n.现代人；有思想的人
306 molecular 1 [məu'lekjulə] adj.[化学]分子的；由分子组成的
307 month 2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308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309 mo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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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以)莫雷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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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st

much 1 [mʌtʃ] adv.非常，很 adj.大量的 n.许多，大量 pron.许多，大量 n.(Much)人名；(德)穆赫；(英)马奇
312 museum 1 [mju:'ziəm] n.博物馆
313 nation 2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314 national 2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315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316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317 need 4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318 neighbor 1 ['neibə] n.邻居 adj.邻近的 vi.友好；毗邻而居 vt.邻接 n.(Neighbor)人名；(英)内伯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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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news 2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321 no 2 [nəu] adv.不 adj.没有；不是 n.不；否决票 abbr.数字（number）；元素锘（nobelium）的符号 n.(No)人名；(柬)诺；(越)努
322 nobody 1 ['nəubədi, -bɔdi] pron.无人，没有人；没有任何人 n.无名小卒；小人物
323 north 1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324 not 5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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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now 5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311

occurred 1 [ə'kɜːd] adj. 发生的 动词occu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28 of 32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29 off 1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330 office 1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331 officials 1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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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着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o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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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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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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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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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organization 1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338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339 our 7 ['auə, ɑ:] pron.我们的
340 out 4 [aut] adv.出现；在外；出局；出声地；不流行地 adj.外面的；出局的；下台的 n.出局 prep.向；离去 vi.出来；暴露 vt.使熄
333

灭；驱逐

outbreak 1 ['autbreik, ,aut'breik] n.（战争的）爆发；（疾病的）发作 vi.爆发
342 oval 1 ['əuvəl] adj.椭圆的；卵形的 n.椭圆形；卵形 n.(Oval)人名；(法)奥瓦尔
343 overall 1 ['əuvərɔ:l, ,əuvə'rɔ:l] adj.全部的；全体的；一切在内的 adv.全部地；总的说来 n.工装裤；罩衫
344 overseas 1 ['əuvə'si:z] adv.在海外，海外 adj.海外的，国外的
345 overtime 1 ['əuvətaim, ,əuvə'taim] n.[劳经]加班时间；延长时间；加时赛 adj.超时的；加班的 vt.使超过时间 adv.加班地
346 owner 2 ['əunə] n.[经]所有者；物主
347 paid 1 [peid] adj.付清的；已付的 vt.支付（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付清
348 Palestine 2 ['pælistain] n.巴勒斯坦（西南亚地区名）
349 pandemic 2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350 panicking 1 ['pænɪk] n. 惊慌；恐慌 v. 使…惊慌；感到恐慌 adj. 恐慌的；惊慌的
351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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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德、俄)帕斯

patients 2 ['peɪʃənts] n.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
354 patriots 1 n. 爱国者（patriot的复数）；深海截击战
355 peninsula 1 [pi'ninsjulə] n.半岛
356 people 4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357 percen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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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pH 3 [,pi: 'eitʃ] abbr.酸碱度符号（描述氢离子活度的）
359 phd 1 [,pi:eitʃ'di:] abbr.哲学博士学位（DoctorofPhilosophy）
360 Philippines 1 ['filipi:nz; fili'pi:nz] n.菲律宾
361 physical 1 adj.[物]物理的；身体的；物质的；根据自然规律的，符合自然法则的 n.体格检查
362 plan 1 [plæn] n.计划；平面图 vt.计划；设计；打算 vi.计划；打算 n.(Plan)人名；(瑞典)普兰；(法)普朗
363 plans 1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364 please 1 [pli:z] vt.使喜欢；使高兴，使满意 vi.讨人喜欢；令人高兴 int.请（礼貌用语）
365 plush 1 [plʌʃ] adj.豪华的；长毛绒做的；舒服的 n.长毛绒
366 possible 1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367 post 1 [pəust] n.岗位；邮件；标杆 vt.张贴；公布；邮递；布置 vi.快速行进 n.(Post)人名；(英、西、捷、瑞典、荷)波斯特
368 potentially 1 [pə'tenʃəli] adv.可能地，潜在地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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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以操纵权力的 n.(Power)人名；(英、葡)鲍尔

prepared 1 adj.准备好的 v.准备（prepare的过去分词）
371 preparedness 1 [pri'pεəridnis, -pεəd-] n.有准备；已准备；做好准备(尤指作战准备)
372 president 5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373 pressure 1 ['preʃə] n.压力；压迫，[物]压强 vt.迫使；密封；使……增压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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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 private 1 adj.私人的，私有的；私立的；私营的 adj.私下的，不公开的，秘密的 adj.（场所）清静的；（人）不愿吐露心思
370

的，内向的 adj.无官职的 n.列兵；二等兵

probably 1 ['prɔbəbli] adv.大概；或许；很可能
377 problem 1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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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

的

produce 1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380 properly 1 ['prɔpəli] adv.适当地；正确地；恰当地
381 protect 2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382 pull 1 [pul] vt.拉；拔；拖 vi.拉，拖；拔 n.拉，拉绳；拉力，牵引力；拖 n.(Pull)人名；(法)皮尔；(德、瑞典)普尔
383 pulled 1 ['pʊld] adj. 牵引的 v. 拉；拖；牵；拔（动词pu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384 pun 1 [pʌn] vi.说双关语；说俏皮话 n.双关语；俏皮话 vt.捣实敲打 n.(Pun)人名；(柬)本；(泰)汶
385 questioning 1 ['kwestʃəniŋ] n.质问 v.询问，审问（question的现在分词）
386 quick 3 [kwik] n.核心；伤口的嫩肉 adj.快的；迅速的，敏捷的；灵敏的 adv.迅速地，快 n.(Quick)人名；(英、德、瑞典、芬)奎
379

克

raise 1 [reiz] vt.提高；筹集；养育；升起 vi.上升 n.高地；上升；加薪 n.(Raise)人名；(英)雷兹
388 raps 1 [ræp] n. 轻敲；拍击；责骂；厉声说出；说唱音乐；谈话；最少量 vi. 轻敲；表演说唱音乐；畅谈
389 re 2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390 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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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

人名；(英)雷迪

reason 1 ['ri:zən] n.理由；理性；动机 vi.推论；劝说 vt.说服；推论；辩论 n.(Reason)人名；(英)里森
392 reassure 1 [,ri:ə'ʃuə] vt.使…安心，使消除疑虑
393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394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395 recession 2 [ri'seʃən] n.衰退；不景气；后退；凹处
396 reduce 1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397 related 1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398 relied 1 [rɪ'laɪ] vi. 依靠；信任
399 relief 1 n.救济；减轻，解除；安慰；浮雕
400 relieved 1 [ri'li:vd] adj.放心的 v.减轻；解除（relieve的过去分词）
401 repo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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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 republicans 1 n. 共和党人 名词Republican的复数形式.
403 rescue 2 ['reskju:] vt.营救；援救 n.营救；援救；解救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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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 researchers 1 ['rɪsɜːt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406 resilient 1 adj.弹回的，有弹力的；能复原的；可迅速恢复的
407 response 1 [ri'spɔns] n.响应；反应；回答
408 restrictions 1 [rɪ'strɪkʃn] n. 限制；约束
409 revenue 1 n.税收收入；财政收入；收益
410 righ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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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

人名；(英)赖特

riveting 1 ['rivitiŋ] adj.吸引人的 n.[机]铆接 v.用铆钉固定；集中于…（rivet的ing形式）
412 rollout 1 ['rəulaut] n.首次展示；[航]滑跑（飞机着陆时在跑道上滑跑减速的阶段）
413 roof 3 [ru:f, ruf] n.屋顶；最高处，顶部；最高限度 vt.给…盖屋顶，覆盖 n.(Roof)人名；(英)鲁夫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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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

名；(英)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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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 said 2 adj.上述的，该 v.说（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aid)人名；(西、塞、哈萨克、乌兹、吉尔、塔吉、土库、阿塞、阿
415

拉伯)赛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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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

same

418

sample

1 ['sɑ:mpl, 'sæ-] vt.取样；尝试；抽样检查 n.样品；样本；例子 adj.试样的，样品的；作为例子的 n.(Sample)人名；(英)桑

普尔

samples 1 ['sɑːmplz] n. 采样；示例 名词sample的复数形式.
420 save 1 vt.节省；保存；储蓄；解救 vi.节省；挽救 prep.除...之外 n.救援 n.(Save)人名；(法)萨夫；(意、保、西、罗、塞、瑞典)
419

萨薇(女名)，萨韦

saving 1 ['seiviŋ] n.节约；挽救；存款 adj.节约的；挽救的；补偿的；保留的 prep.考虑到；除...之外 n.(Saving)人名；(瑞典)萨温
422 s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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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

塞伊；(匈、罗)绍伊

says 3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424 school 2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425 scientists 3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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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

(Second)人名；(法)塞孔

sector 1 ['sektə] n.部门；扇形，扇区；象限仪；函数尺 vt.把…分成扇形
428 seen 2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429 sells 1 [sel] v. 出售；卖
430 senior 1 ['si:njə] adj.高级的；年长的；地位较高的；年资较深的，资格较老的 n.上司；较年长者；毕业班学生 n.(Senior)人名；
427

(英)西尼尔

Seoul 1 [səul; 'sjə:ul] n.汉城，首尔（韩国首都）
432 severe 1 [si'viə] adj.严峻的；严厉的；剧烈的；苛刻的
433 show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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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

肖

shows 1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435 signal 1 n.信号；暗号；导火线 vt.标志；用信号通知；表示 adj.显著的；作为信号的 vi.发信号 n.(Signal)人名；(瑞典)西格纳尔
436 signed 1 [saind] adj.有符号的；已签字的；有正负之分的 v.署名；写下；预示；示意（sign的过去分词）
437 significantly 1 adv.显著地；相当数量地
438 since 2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439 six 1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440 size 1 [saiz] n.大小；尺寸 adj.一定尺寸的 vt.依大小排列 vi.可比拟
441 so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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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 solution 1 [sə'lju:ʃən] n.解决方案；溶液；溶解；解答
443 som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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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

>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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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446 south 7 [sauθ, sauð] n.南方，南边；南部 adv.在南方，向南方 adj.南的，南方的 n.(South)人名；(老)苏；(英)索思
447 specific 1 [spi'sifik] adj.特殊的，特定的；明确的；详细的；[药]具有特效的 n.特性；细节；特效药
448 speech 1 [spi:tʃ] n.演讲；讲话；[语]语音；演说
449 speed 1 [spi:d] vi.超速，加速；加速，迅速前行；兴隆 n.速度，速率；迅速，快速；昌盛，繁荣 vt.加快…的速度；使成功，使
444

繁荣 n.(Speed)人名；(英)斯皮德

spend 1 [spend] vt.度过，消磨（时光）；花费；浪费；用尽 vi.花钱；用尽，耗尽 n.预算
451 spending 1 ['spendɪŋ] n. 经费(开销)
452 spotting 1 ['spɒtɪŋ] n. 确定准确位置；钻中心孔；配置；识别 动词spot的现在分词形式.
453 spread 2 [spred] vi.传播；伸展 vt.传播，散布；展开；伸展；铺开 n.传播；伸展 adj.伸展的
454 spreading 1 ['spredɪŋ] n.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
455 spreads 1 [spred] v. 传播；展开；散布；铺开；伸展；涂撒 n. 范围；传播；差额；幅度；盛宴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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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

开 n.(Spring)人名；(德)施普林；(英、芬、瑞典)斯普林

st 1 [es ti:] abbr.标准时间（standardtime）；Shipping装货单（ShippingTicket）
458 start 1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459 started 2 [s'tɑːt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60 starting 1 ['stɑːtɪŋ] n. 出发；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
461 States 3 n.州，国家（state的复数形式） vt.声明（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陈述
462 steady 1 ['stedi] adj.稳定的；不变的；沉着的 vi.稳固 vt.使稳定；稳固；使坚定 adv.稳定地；稳固地 n.关系固定的情侣；固定支
457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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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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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

still

464

stock 2 n.股份，股票；库存；血统；树干；家畜 adj.存货的，常备的；平凡的 vt.进货；备有；装把手于… vi.囤积；办货；出
新芽 n.(Stock)人名；(德、匈、捷)施托克；(英、法、葡、瑞典)斯托克

stocks 4 [stɒks] 股票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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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 stops 1 英 [stɒp] 美 [stɑːp] v. 停止；阻止；停留 n. 停止；逗留；车站
468 stranded 1 ['strændid] adj.搁浅的；陷于困境的；有…股的（常用来构成复合词） v.搁浅（stra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69 street 1 [stri:t] n.街道 adj.街道的 n.(Street)人名；(英、葡)斯特里特；(德)施特雷特
470 studio 2 ['stju:diəu, 'stu:-] n.工作室；[广播][电视]演播室；画室；电影制片厂
471 stuffed 1 [stʌft] adj. 塞满了的；喂饱的 动词stuff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72 subscribe 1 [səb'skraib] vi.订阅；捐款；认购；赞成；签署 vt.签署；赞成；捐助
473 supplies 1 [səp'laɪz] n. 物资；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
474 suspended 3 [sə'spendid] adj.悬浮的；暂停的，缓期的（宣判）
475 swings 1 [swɪŋ] n. 摇摆；改变；冲力；秋千 v. 摇摆；旋转；动摇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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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

的）售得金额

taken 2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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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 talk 2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480 tax 1 [tæks] vt.向…课税；使负重担 n.税金；重负 n.(Tax)人名；(英、匈、捷)塔克斯
481 team 2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482 teardrop 1 ['tiədrɔp] n.泪珠；泪珠状物 adj.泪珠状的
483 teddy 4 ['tedi] n.连衫衬裤；泰迪玩具熊 n.(Teddy)人名；(罗)特迪
484 tend 2 [tend] vi.趋向，倾向；照料，照顾 vt.照料，照管
485 territory 1 ['teritəri] n.领土，领域；范围；地域；版图
486 test 6 [test] n.试验；检验 vt.试验；测试 vi.试验；测试 n.(Test)人名；(英)特斯特
487 tested 2 ['testid] adj.经受过考验的；经验定的 v.考验（test的过去分词）；测验
488 testing 5 ['testiŋ] n.[试验]测试 adj.试验的；棘手的 v.测验；考查；受考验（test的ing形式）
489 tests 1 [test] n. 考验；试验；测试 vt. 试验；测试；接受测验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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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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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s 1 n.谢谢（只用复数） int.谢谢
492 tha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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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 the 7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494 them 2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495 then 3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496 there 7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497 these 5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498 they 1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499 thing 2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500 thi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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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 those 3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502 though 2 [ðəu] adv.可是，虽然；不过；然而 conj.虽然；尽管 prep.但
503 though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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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 threat 1 [θret] n.威胁，恐吓；凶兆
505 three 2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506 threw 2 [θru:] v.抛（throw的过去式）；丢弃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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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

(普通话·威妥玛)

today 1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509 tough 1 [tʌf] adj.艰苦的，困难的；坚强的，不屈不挠的；坚韧的，牢固的；强壮的，结实的 n.恶棍 vt.坚持；忍受，忍耐 adv.
508

强硬地，顽强地 n.(Tough)人名；(英)图赫

tracked 1 ['trækt] adj.有履带的 v.[计][电子]跟踪，追踪（track的过去式）
511 training 1 ['treiniŋ] n.训练；培养；瞄准；整枝 v.训练；教养（train的ing形式）
512 transcript 1 ['trænskript, 'trænz-, 'trɑ:n-] n.成绩单；抄本，副本；文字记录
513 travel 2 ['trævəl] vi.旅行；行进；步行；交往 vt.经过；在…旅行 n.旅行；游历；漫游
514 treatments 1 ['triːtmənts] n. 治疗；疗法（名词treatment的复数形式）
515 trivia 1 ['triviə] n.琐事
516 trump 3 [trʌmp] n.王牌；法宝；喇叭 vt.胜过；打出王牌赢 vi.出王牌；吹喇叭 n.(Trump)人名；(英)特朗普
517 tube 1 [tju:b, tu:b] n.管；电子管；隧道；电视机 vt.使成管状；把…装管；用管输送 vi.乘地铁；不及格
518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519 ultimately 1 ['ʌltimətli] adv.最后；根本；基本上
520 unbearable 1 [,ʌn'bεərəbl] adj.难以忍受的；承受不住的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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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 unidentified 4 adj.未经确认的；未辨别出的，身份不明的
523 united 3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524 up 6 [ʌp] adv.起来；上涨；向上 prep.在…之上；向…的较高处 adj.涨的；起床的；向上的 n.上升；繁荣
525 updated 1 [ʌp'deɪtɪd] adj. 更新的；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26 updates 1 [ʌp'deɪts] 补充资料, 更新材料
527 urgent 1 ['ə:dʒənt] adj.紧急的；急迫的
528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529 usual 1 ['ju:ʒuəl] adj.通常的，惯例的；平常的
530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531 vaccine 1 ['væksi:n] n.疫苗；牛痘苗 adj.疫苗的；牛痘的
532 vaccines 1 疫苗程序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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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

vials 1 ['vaɪəl] n. 小瓶；药水瓶 v. 把 ... 放入小瓶中
535 vide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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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 virus 19 ['vaiərəs] n.[病毒]病毒；恶毒；毒害 n.(Virus)人名；(西)比鲁斯
537 visitors 1 ['vɪzɪtəz] n.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
538 wall 1 [wɔ:l] n.墙壁，围墙；似墙之物 vt.用墙围住，围以墙 adj.墙壁的 n.(Wall)人名；(英)沃尔；(德、芬、捷、瑞典)瓦尔
539 war 1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540 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541 wasn 1 abbr. 无线、随意及感测网路研讨会（Workshop on Wireless 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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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 Watson 8 n.沃森（姓氏）；华生
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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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 ways 1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546 we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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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 week 1 [wi:k] n.周，星期
548 Weeks 3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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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

韦尔

were 4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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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 Wheatley 1 ['(h)wi:tli] n.惠特利（姓氏）
553 whe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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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where 2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555 which 4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556 who 1 pron.谁；什么人
557 widely 1 ['waidli] adv.广泛地
558 will 4 [wɪl] n.意志；决心；情感；遗嘱；意图；心愿 vt.决心要；遗赠；用意志力使 vi.愿意；下决心 aux.将；愿意；必须
559 with 11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560 with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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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 work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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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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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ing)人名；(英)沃金

working

world 3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564 worse 1 [wə:s, 'wə:s] adj.更坏的；更差的；更恶劣的（bad的比较级）；（病情）更重的（ill的比较级） adv.更糟；更坏；更恶劣
563

地；更坏地 n.更坏的事；更恶劣的事

worth 2 [wə:θ] adj.值…的 n.价值；财产 n.(Worth)人名；(英)沃思；(德)沃特
566 would 2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567 ya 1 ['jə] abbr.年轻人（youngadult）；偏航轴（yawaxis） n.(Ya)人名；(缅、柬、刚(金))亚；(日)矢(名)
568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569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570 yes 4 [jes] adv.是,是的 n.是（表示肯定）
571 yesterday 2 ['jestədi,-dei] n.昨天；往昔 adv.昨天
572 yet 1 [jet] adv.还；但是；已经 conj.但是；然而 n.(Ye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一
573 yoon 7 n. 尹
574 you 8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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