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n10 2020-12-16 词汇表
abdelaziz 2 阿卜杜勒-阿齐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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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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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undant 1 [ə'bʌndənt] adj.丰富的；充裕的；盛产
5 according 3 adj.相符的；一致的；相应的；和谐的；调和的 adv.依照；根据；按照 v.给予(accord的现在分词)；使和谐一致；使
4

符合；使适合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7 additional 1 [ə'diʃənəl] adj.附加的，额外的
8 advantages 1 英 [əd'vɑːntɪdʒ] 美 [əd'væntɪdʒ] n. 优势；有利条件 vt. 有利于
9 affects 1 [ə'fekt] vt. 影响；感动；作用
10 after 2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11 again 2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12 agree 1 [əˈɡriː] vt.同意，赞成；承认；约定，商定 vi.vi.同意，意见一致；约定，商定
13 aimed 1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14 air 2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15 aired 2 英 [eə(r)] 美 [er] n. 空气；天空；空中；感觉；神态；曲调；装腔作势 v. 晾干；使通风；广播
16 a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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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llowed 1 adj.允许，容许的 v.允许；认可（allow的过去分词）
18 along 1 [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19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20 ambition 1 [æm'biʃən] n.野心，雄心；抱负，志向 vt.追求；有…野心
21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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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nd 29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24 anything 1 ['eniθiŋ] pron.任何事
25 apart 1 [ə'pɑ:t] adv.相距；与众不同地；分离着 adj.分离的；与众不同的
26 approach 1 [ə'prəutʃ] n.方法；途径；接近 vt.接近；着手处理 vi.靠近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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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29 areas 2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30 around 4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31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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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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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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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io 1 ['ɔ:diəu] adj.声音的；[声]音频的，[声]声频的
34 authorities 1 [ɔː'θɒrɪtɪs] n. 当局；官方 名词authority的复数形式.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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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间色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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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s 1 [bɑːz] n. 马齿龈 名词bar的复数形式.
38 based 1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39 be 6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40 because 5 [bi'kɔz] conj.因为
41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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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n 4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43 before 2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44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45 begin 3 [bɪˈ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46 behaviors 1 [bɪheɪ'viːəʊz] 行为
47 being 3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48 believe 1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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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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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biggest 1 [bɪgɪst] adj. 最大的
52 billion 1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53 bit 1 n.[计]比特（二进位制信息单位）；少量；马嚼子；辅币；老一套；一点，一块 vt.控制 adj.很小的；微不足道的 adv.有点
50

儿；相当 vt.咬（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bittermann 2 比特曼
55 blame 1 ['bleim] vt.责备；归咎于 n.责备；责任；过失
56 blizzard 1 ['blizəd] n.暴风雪，大风雪；大打击 vi.下暴风雪 n.(Blizzard)人名；(英)布利泽德
57 blunder 1 ['blʌndə] vi.跌跌撞撞地走；犯大错 vt.做错 n.大错
58 blurry 1 ['blə:ri] adj.模糊的；污脏的；不清楚的
59 both 1 [bəuθ] adj.两个的；两者的 adv.并；又；两者皆 pron.双方都；两者都 conj.既…且… n.(Both)人名；(德、罗、捷、南非、
54

匈)博特

branch 1 [brɑ:ntʃ, bræntʃ] vt.分支；出现分歧 vi.分支；出现分歧 n.树枝，分枝；分部；支流 n.(Branch)人名；(英)布兰奇
61 broadcaster 1 ['brɔ:d,kɑ:stə, -,kæstə] n.广播公司；广播员；播送设备；撒播物
62 building 2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63 buildings 1 ['bɪldɪŋz] n.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
64 businesses 1 ['bɪznəsɪz] n. 店铺，商行（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
65 bu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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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b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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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California 1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68 call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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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ca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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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的）食品罐头

cancelled 1 ['kænsəld] adj. 被取消的；被废除的 动词canc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71 care 1 [kεə] n.关怀；照料；谨慎；忧虑 vi.照顾；关心；喜爱；顾虑 vt.在意；希望或喜欢 n.(Care)人名；(英)凯尔；(塞)察蕾
72 Carl 3 [kɑ:l] n.卡尔（男名）
73 carry 2 ['kæri] vt.拿，扛；携带；支持；搬运 vi.能达到；被携带；被搬运 n.运载；[计]进位；射程 n.(Carry)人名；(英)卡里
74 cars 1 英 [kɑ:z] 美 [kɑ:rz] n. 汽车；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
75 cases 2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76 caught 1 [kɔ:t] v.捕捉（catch的过去分词）
77 cause 1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78 caused 1 [kɔː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79 ce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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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cells 3 ['selz] n. 单元；细胞 名词cell的复数形式.
81 centers 1 英 ['sentə] 美 ['sentər] n. 中心；集中点 v. 居中；使集中 =centre<英>
82 challenge 1 n.挑战；怀疑 vt.向…挑战；对…质疑
83 channel 1 vt.引导，开导；形成河道 n.通道；频道；沟渠；海峡
84 cheap 1 [tʃi:p] adj.便宜的；小气的；不值钱的 adv.便宜地
85 chooses 1 [tʃuːz] v. 选择；决定
86 Cities 1 n.都市（歌曲名）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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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2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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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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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1 [kləuz] adj.紧密的；亲密的；亲近的 vt.关；结束；使靠近 vi.关；结束；关闭 adv.紧密地 n.结束 n.(Close)人名；(西)克洛
塞；(英、法)克洛斯

close

closed 2 [kləuzd] adj.关着的；不公开的 v.关；结束；接近（close的过去分词）
91 cnn 10 [ˌsiːen'en] abbr. 美国有线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
92 coast 1 [kəust] vi.滑行；沿岸航行 vt.沿…岸航行 n.海岸；滑坡 n.(Coast)人名；(英)科斯特
93 com 1 abbr.组件对象模型（ComponentObjectModel）；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Computer-OutputMicrofilm）
94 combined 1 [kəm'baind] adj.结合的；[数]组合的 v.使结合；联合（combine的过去分词）
95 comment 1 n.评论；意见；批评；描述 vt.发表评论；发表意见 vi.为…作评语 n.(Comment)人名；(德)科门特；(法)科芒
96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97 companies 1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98 compared 1 英 [kəm'peə(r)] 美 [kəm'per] v. 比较；对比；比喻 n. 比较；对照
99 completely 1 [kəm'pli:tli] adv.完全地，彻底地；完整地
100 concentrated 1 ['kɔnsəntreitid] adj.集中的；浓缩的；全神贯注的 v.集中（concentrate的过去分词）
101 concerning 1 [kən'sə:niŋ] prep.关于；就…而言 v.涉及；使关心（concern的ing形式）；忧虑
102 concerns 1 [kən'sɜːnz] n.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
103 condition 1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104 conditions 2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105 Connecticut 1 n.美国康涅狄格州（位于美国东北部）
106 considering 1 [kən'sidəriŋ] prep.考虑到；就...而论 conj.考虑到 v.考虑到（consider的ing形式）
107 constantly 1 ['kɔnstəntli] adv.不断地；时常地
108 contact 1 n.接触，联系 vt.使接触，联系 vi.使接触，联系
109 continue 1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110 convert 2 [kən'və:t] vt.使转变；转换…；使…改变信仰 vi.转变，变换；皈依；改变信仰 n.皈依者；改变宗教信仰者 n.(Convert)人
90

名；(法)孔韦尔

converting 1 [kən'vɜːtɪŋ] n. 转换；转炉炼钢 adj. 转换的 动词convert的现在分词.
112 cooler 1 n.冷却器；清凉剂 adj.更冷的（cool的比较级）
113 copy 1 ['kɔpi] vi.复制；复印；抄袭 vt.复制；复印；抄袭 n.副本；一册；摹仿
114 coronavirus 6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115 correspondent 4 [,kɔ:ri'spɔndənt] n.通讯记者；客户；通信者；代理商行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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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could 12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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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乐的

county 1 ['kaunti] n.郡，县
120 couple 1 ['kʌpl] n.对；夫妇；数个 vi.结合；成婚 vt.结合；连接；连合 n.(Couple)人名；(法)库普勒
121 covid 2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122 creates 1 [kri'ːeɪts] n. 创立 创建.
123 critical 1 ['kritikəl] adj.鉴定的；[核]临界的；批评的，爱挑剔的；危险的；决定性的；评论的
124 crunch 1 [krʌntʃ] n.咬碎，咬碎声；扎扎地踏 vt.压碎；嘎扎嘎扎的咬嚼；扎扎地踏过 vi.嘎吱作响地咀嚼；嘎吱嘎吱地踏过
125 curfew 1 ['kə:fju:] n.宵禁；宵禁令；晚钟；打晚钟时刻
126 current 1 ['kʌrənt] adj.现在的；流通的，通用的；最近的；草写的 n.（水，气，电）流；趋势；涌流 n.(Current)人名；(英)柯伦
119

特

daily 1 ['deili] adj.日常的；每日的 n.日报；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日常地；每日；天天 n.(Daily)人名；(英)戴利
128 day 2 [dei] n.一天；时期；白昼 adv.每天；经常在白天地 adj.日间的；逐日的 n.(Day)人名；(英、法、西)戴；(越)岱；(阿拉伯、
127

土)达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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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deadly 1 ['dedli] adj.致命的；非常的；死一般的 adv.非常；如死一般地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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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ths 1 ['deθs] 死亡人口
132 December 1 [di'sembə] n.十二月
133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134 declaration 1 [,deklə'reiʃən] n.（纳税品等的）申报；宣布；公告；申诉书
135 dermatology 1 [,də:mə'tɔlədʒi] n.皮肤医学，[皮肤]皮肤病学
136 developed 1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137 devices 2 [dɪ'vaɪsɪz] n. 设备
138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39 different 3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140 differently 1 ['difərəntli] adv.不同地；差异；各种
141 dining 1 [dainiŋ] n.吃饭，进餐 v.吃饭（dine的现在分词）
142 discovery 1 [dis'kʌvəri] n.发现，发觉；被发现的事物
143 disease 2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144 dispatched 1 [dɪs'pætʃt] adj. 派出的 动词dispatc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5 disposing 1 英 [dɪ'spəʊz] 美 [dɪ'spoʊz] v. 清除；处理掉；解决；杀死；打败
146 distancing 1 ['dɪstəns] n. 距离；路程；远方 vt. 与 ... 保持距离；把(对手)甩在后面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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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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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es 3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149 don 3 [dɔn] n.先生，阁下；指导教师，大学教师 vt.穿上 n.(Don)人名；(缅)顿；(英)唐(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
150 double 1 ['dʌbl] n.两倍；双精度型 adj.双重的；两倍的 vi.加倍，加倍努力；快步走 vt.使加倍 adv.双重地；两倍地；弓身地 n.
148

(Double)人名；(法)杜布勒；(英)道布尔
15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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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wnsides 1 n.下降趋势（downside的复数形式）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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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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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during 1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156 earth 1 n.地球；地表，陆地；土地，土壤；尘事，俗事；兽穴 vt.把（电线）[电]接地；盖（土）；追赶入洞穴 vi.躲进地洞
157 east 1 [i:st] n.东方；东风；东方国家 adj.东方的；向东的；从东方来的 adv.向东方，在东方 n.(East)人名；(英)伊斯特
158 Easter 1 ['i:stə] n.复活节
159 economy 1 [i'kɔnəmi] n.经济；节约；理财 n.(Economy)人名；(英)伊科诺米
160 effective 1 [i'fektiv] adj.有效的，起作用的；实际的，实在的；给人深刻印象
161 efficiency 2 [i'fiʃənsi] n.效率；效能；功效
162 efficient 1 [i'fiʃənt] adj.有效率的；有能力的；生效的
163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164 eight 1 [eit] num.八；八个；第八 adj.八的 n.八字形
165 electricity 4 [,ilek'trisəti] n.电力；电流；强烈的紧张情绪
166 electronic 2 adj.电子的 n.电子电路；电子器件
167 elements 1 ['elɪmənts] n. 要素，元素；基本原则；恶劣天气 element的复数形式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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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nergy 3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170 England 2 n.英格兰
171 entire 1 [in'taiə] adj.全部的，整个的；全体的 n.(Entire)人名；(英)恩泰尔
172 environment 1 [in'vaiərənmənt] n.环境，外界
173 envision 1 [in'viʒən] vt.想象；预想
174 estimates 1 ['estɪməts] n.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
175 et 2 [i:ti:] conj.（拉丁语）和（等于and）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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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2 ['i:vən] adj.[数]偶数的；平坦的；相等的 adv.甚至；即使；还；实际上 vt.使平坦；使相等 vi.变平；变得可比较；成为相
等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even

events 2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178 eventually 1 [i'ventʃuəli] adv.最后，终于
179 every 1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180 evidence 1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181 exceptions 1 [ɪk'sepʃənz] n. 例外 名词exception的复数形式.
182 exciting 1 [ik'saitiŋ] adj.令人兴奋的；使人激动的 v.激动；刺激（excite的ing形式）；唤起
183 experts 1 英 ['ekspɜːt] 美 ['ekspɜːr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184 explaining 1 [ɪk'spleɪn] v. 说明；解释
185 explanation 1 [,eksplə'neiʃən] n.说明，解释；辩解
186 farther 1 ['fɑ:ðə] adv.更远地；此外；更进一步地 adj.进一步的；更远的（far的比较级）
187 faster 2 ['fa:stə] adj.更快的 adv.更快地 n.(Faster)人名；(德、捷)法斯特
188 feet 1 ['fi:t, fi:t] n.脚（foot的复数形式）；尺；韵脚
189 female 3 ['fi:meil] adj.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n.女人；[动]雌性动物
190 field 1 ['fi:ld] n.领域；牧场；旷野；战场；运动场 vi.担任场外队员 adj.扫描场；田赛的；野生的 vt.把暴晒于场上；使上场 n.
177

(Field)人名；(英、法、德、葡)菲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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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fill 1 [fil] vt.装满，使充满；满足；堵塞；任职 vi.被充满，膨胀 n.满足；填满的量；装填物 n.(Fill)人名；(德、俄、匈)菲尔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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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fits 1 [fɪt] adj. 适宜的；合适的；健康的 v. 适合；安装 n. 发作；适宜
195 fixed 1 adj.确定的；固执的；<美口>处境...的；准备好的 v.修理（过去式）
196 flexible 1 ['fleksibl] adj.灵活的；柔韧的；易弯曲的
197 fold 1 [fəuld] vt.折叠；合拢；抱住；笼罩 n.折痕；信徒；羊栏 vi.折叠起来；彻底失败
198 for 8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99 forecast 1 ['fɔ:kɑ:st] vt.预报，预测；预示 n.预测，预报；预想 vi.进行预报，作预测
200 forecasters 1 n.预报员( forecaster的名词复数 )
201 forecasting 1 ['fɔːkɑːstɪŋ] 预测
202 for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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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204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205 from 7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06 game 1 [geim] n.游戏；比赛 adj.勇敢的 vi.赌博 n.(Game)人名；(英)盖姆；(法)加姆；(西)加梅
207 game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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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gap 1 n.间隙；缺口；差距；分歧 vi.裂开 vt.使形成缺口
209 gets 1 ['ɡets]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
210 give 1 [giv] vt.给；产生；让步；举办；授予 n.弹性；弯曲；伸展性 vi.捐赠；面向；有弹性；气候转暖 n.(Give)人名；(意)吉韦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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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gone现在分词g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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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go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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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government 1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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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guidelines 2 ['ɡaɪdlaɪnz] n. 指导方针；准则 名词guideline的复数形式.
217 gusts 1 [ɡʌst] n. 突然一阵 n. 风味 vi. 猛吹
218 gyms 1 n. 健身房；体育馆（gym的复数）
219 had 2 v.有；吃；得到（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ux.已经（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
220 Hancocks 2 [人名] 汉考克斯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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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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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hasty 1 adj.轻率的；匆忙的；草率的；懈怠的 n.(Hasty)人名；(英)黑斯蒂 [比较级hastier最高级hastiest]
223 have 9 [hæv, 弱həv, əv, v] vt.有；让；拿；从事；允许 aux.已经 n.(Have)人名；(芬)哈韦；(德)哈弗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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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health 3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226 heat 1 [hi:t] n.高温；压力；热度；热烈 vt.使激动；把…加热
227 heavy 1 adj.沉重的；繁重的，巨大的；拥挤的；阴沉的 n.重物；严肃角色 adv.大量地；笨重地
228 hel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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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普

here 2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230 hi 1 [hai] int.嗨！（表示问候或用以唤起注意） n.(Hi)人名；(柬)希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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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名；(英)海伊

higher 2 ['haiə(r)] adj.更高的，较高的（high的比较级）
233 highest 3 ['haiist] adj.最高的
234 Hong 1 [hɔŋ] n.（中国、日本的）行，商行 n.(Hong)人名；(中)洪(普通话·威妥玛)；(泰)鸿；(柬)洪
235 hope 1 [həup] n.希望；期望；信心 vt.希望；期望 vi.希望；期待；信赖 n.(Hope)人名；(印)霍普；(法)奥普；(西)奥佩
236 hour 1 ['auə] n.小时；钟头；课时；…点钟 n.(Hour)人名；(法)乌尔；(柬)胡
237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238 however 1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接副词或形容词）；然而；可是 conj.无论以何种方式;不管怎样
239 Hubble 3 n.哈勃(姓氏)(天文学)
240 hugely 1 ['hju:dʒli] adv.巨大地；非常地
241 hundreds 1 ['hʌndrədz] n. 数百；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
242 ice 1 [[ais] n.冰；冰淇淋；矜持；（俚）钻石 vt.冰镇；结冰 vi.结冰 adj.冰的 n.(Ice)人名；(英)艾斯；(法)伊斯
243 if 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244 imagine 1 vt.想象；猜想；臆断 vi.想象；猜想；想象起来
245 immune 1 [i'mju:n] adj.免疫的；免于……的，免除的 n.免疫者；免除者
246 impact 1 n.影响；效果；碰撞；冲击力 vt.挤入，压紧；撞击；对…产生影响 vi.影响；撞击；冲突；压紧（on，upon，with）
247 impactful 1 ['impæktful] adj.有效的；有力的
248 improve 2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249 in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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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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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in'ɔ:dəbl] adj.听不见的；不可闻的
251 incorporated 1 [in'kɔ:pəreitid] adj.合并的；组成法人组织的 v.合并；包含；组成公司（incorporate的过去分词）
252 increasingly 1 [in'kri:siŋli] adv.越来越多地；渐增地
253 indoor 1 ['indɔ:] adj.室内的，户内的
254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255 inefficient 1 [,ini'fiʃənt] adj.无效率的，效率低的；无能的
256 inexpensive 1 [,inik'spensiv] adj.便宜的
257 infection 2 [in'fekʃən] n.感染；传染；影响；传染病
258 infections 1 [ɪn'fekʃnz] n.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
259 influx 1 ['inflʌks] n.流入；汇集；河流的汇集处
260 initially 1 [i'niʃəli] adv.最初，首先；开头
261 inkjet 1 ['ɪŋkdʒet] adj. 喷墨的
262 intensive 1 [in'tensiv] adj.加强的；集中的；透彻的；加强语气的 n.加强器
263 internation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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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关系的；世界的

into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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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is 1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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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it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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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4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268 January 1 ['dʒænjuəri] n.一月
269 japan 1 [dʒə'pæn] n.漆器；日本亮漆 vt.在…上涂漆
270 Japanese 1 [,dʒæpə'ni:z] adj.日本（人）的；日语的 n.日本人；日语
271 jersey 1 ['dʒə:zi] n.运动衫，毛线衫 n.(Jersey)人名；(英)泽西；(德)耶尔赛
272 jim 2 [dʒim] n.吉姆（人名）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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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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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kicked 1 [kɪk] v. 踢；反冲 n. 踢；反冲；后座力
276 kilograms 2 ['kɪləgræm] 千克； 公斤
277 kingdom 1 ['kiŋdəm] n.王国；界；领域 n.(Kingdom)人名；(英)金德姆
278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279 knowing 1 ['nəuiŋ] adj.博学的；狡猾的；心照不宣的 n.认知 v.知道；认识；确信（know的ing形式）
280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281 knows 1 英 [nəʊ] 美 [noʊ] v. 了解；知道；认识 n. 知情
282 Kong 1 [kɔŋ] n.钢；含锡砾石下的无矿基岩 n.(Kong)人名；(泰)空；(老、柬)贡
283 Korea 1 [kə'riə] n.韩国；朝鲜
284 Kristie 2 n. 克里斯蒂
285 labs 1 abbr. 激光作用瞄准系统(=Laser Active Boresight System) abbr. 低空轰炸系统(=Low-Altitude Bombing System)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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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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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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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nched 1 [lɔː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289 layer 1 n.层，层次；膜；[植]压条；放置者，计划者 vt.把…分层堆放；借助压条法；生根繁殖；将（头发）剪成不同层次 vi.
288

形成或分成层次；[植]通过压条法而生根

least 2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291 lea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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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left 1 adj.左边的；左派的；剩下的 adv.在左面 n.左边；左派；激进分子 v.离开（leave的过去式）
293 lemon 1 ['lemən] adj.柠檬色的 n.柠檬 n.(Lemon)人名；(英、德、捷、瑞典)莱蒙；(法)勒蒙
294 level 2 ['levəl] n.水平；标准；水平面 adj.水平的；平坦的；同高的 vi.瞄准；拉平；变得平坦 vt.使同等；对准；弄平 n.(Level)人
290

名；(法)勒韦尔
295

light 1 n.光；光线；灯；打火机；领悟；浅色；天窗 adj.轻的；浅色的；明亮的；轻松的；容易的；清淡的 vi.点着；变亮；着
火 vt.照亮；点燃；着火 adv.轻地；清楚地；轻便地 n.(Light)人名；(英)莱特

lightweight 1 ['laitweit] n.轻量级选手；无足轻重的人 adj.重量轻的；平均重量以下的
297 li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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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limit 1 ['limit] n.限制；限度；界线 vt.限制；限定
299 limited 1 ['limitid] adj.有限的 n.高级快车
300 linked 1 [liŋkt] adj.连接的；联合的；显示连环遗传的 v.连接；串联（link的过去分词）
301 lockdown 2 ['lɔkdaun] n.一级防范禁闭（期）
302 London 2 ['lʌndən] n.伦敦
303 longer 2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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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分（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Lu 2 abbr.手太阴肺经 n.(Lu)人名；(缅、柬)卢
306 mad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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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magnetic 2 [mæg'netik] adj.地磁的；有磁性的；有吸引力的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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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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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ing 1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310 male 1 [meil] adj.男性的；雄性的；有力的 n.男人；雄性动物 n.(Male)人名；(柬)马尔；(意、西、塞)马莱；(英)梅尔
311 Mars 1 [mɑ:z] n.战神；[天]火星
312 mask 1 [mɑ:sk, mæsk] n.面具；口罩；掩饰 vi.掩饰；戴面具；化装 vt.掩饰；戴面具；使模糊
313 masks 1 英 [mɑːsk] 美 [mæsk] n. 伪装；面罩；面具；[计算机]掩码 v. 掩饰；戴面具；遮盖
314 Massachusetts 1 [,mæsə'tʃu:sits] n.马萨诸塞州（美国）
315 material 3 [mə'tiəriəl] adj.重要的；物质的，实质性的；肉体的 n.材料，原料；物资；布料
316 may 3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317 maybe 2 ['meibi] adv.也许；可能；大概 n.可能性；不确定性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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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means 1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320 measures 2 ['meʒəz] n. 措施；度量；尺寸；[音]拍子；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
321 medicine 1 ['medisin] n.药；医学；内科；巫术 vt.用药物治疗；给…用药
322 meet 1 [mi:t] vt.满足；遇见；对付 vi.相遇；接触 n.集会 adj.合适的；适宜的 n.(Meet)人名；(英)米特
323 mention 1 ['menʃən] vt.提到，谈到；提及，论及；说起 n.提及，说起 n.(Mention)人名；(法)芒雄
324 meteorologists 1 n.气象学( meteorology的名词复数 )
325 Miles 1 [mailz] n.迈尔斯（男子名）
326 military 1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327 million 4 ['miljən] n.百万；无数 adj.百万的；无数的 num.百万 n.(Million)人名；(法、罗、埃塞)米利翁
328 millions 1 ['mɪliənz] n. 数百万；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
329 mineral 4 ['minərəl] n.矿物；（英）矿泉水；无机物；苏打水（常用复数表示） adj.矿物的；矿质的
330 minister 1 ['ministə] n.部长；大臣；牧师 vi.执行牧师职务；辅助或伺候某人
331 ministry 1 ['ministri] n.（政府的）部门
332 Mir 1 [miə] n.米尔（沙俄时代的一种村社组织） n.(Mir)人名；(法、西、印、阿拉伯、土库、阿塞、巴基、伊朗、哈萨、乌兹、
309

塔吉、吉尔、阿富)米尔

mirror 1 ['mirə] n.镜子；真实的写照；榜样 vt.反射；反映
334 miss 1 [mɪs] n.女士，小姐，年轻未婚女子 vt.错过，想念，缺（勤）
335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336 more 9 [mɔ:] adv.更多；此外；更大程度地 adj.更多的；附加的 pron.更多的数量 n.更多 n.(More)人名；(英、法)莫尔；(意、西、
333

以)莫雷

morning 1 ['mɔ:niŋ] n.早晨；黎明；初期
338 most 2 [məust] adv.最；非常，极其；最多；几乎 adj.大部分的，多数的；最多的 n.大部分，大多数 n.(Most)人名；(德、俄、
337

法、芬、捷、英)莫斯特
339

mount 1 vt.增加；爬上；使骑上马；安装，架置；镶嵌，嵌入；准备上演；成立（军队等） vi.爬；增加；上升 n.山峰；底
座；乘骑用马；攀，登；运载工具；底座 n.（英）芒特（人名） v.登上；骑上

Mountains 1 ['mauntins] n.山脉；[地理]山区；山岳（mountain的复数）
341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342 moved 1 [muːvd] adj.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43 movement 1 ['mu:vmənt] n.运动；活动；运转；乐章
344 moves 1 [muːv] n.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
345 movie 1 ['mu:vi] n.电影；电影院；电影业 adj.电影的
346 museums 2 [m'juːziəmz] n. 博物馆，展览馆（名词museum的复数形式）
347 nasa 1 ['næsə; 'nei-] abbr.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 n.(Nasa)人名；(塞)纳莎
348 national 1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349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350 need 2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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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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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10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353 newspaper 1 ['nju:s,peipə, 'nju:z-] n.报纸 报社 旧报纸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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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nhk 1 n. 日本广播协会
356 night 1 [nait] n.夜晚，晚上；黑暗，黑夜 adj.夜晚的，夜间的
357 n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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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nor 1 [nɔ:, 弱 nə] conj.也不；也不是 adv.也不；也没有 n.(Nor)人名；(中)挪(广东话·威妥玛)；(马来、俄)诺尔；(柬)诺
359 north 1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360 northeast 1 [,nɔ:θ'i:st] adj.东北的；向东北的；来自东北的 n.东北 adv.向东北；来自东北
361 northwestern 1 [,nɔ:θ'westən] adj.来自西北的；西北方的；在西北部的
362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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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 now 4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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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objective 1 [əb'dʒektiv, ɔb-] adj.客观的；目标的；宾格的 n.目的；目标；[光]物镜；宾格
367 objects 1 ['ɒbjekts] n. 目标；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
368 October 1 [ɔk'təubə] n.[天]十月
369 of 4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70 off 2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371 officials 1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372 Olympic 1 [əu'limpik] adj.奥林匹斯山的，奥林匹亚的；奥林匹克的
373 On 13 [ɔn, ɔ:n, ən, n] adv.向前地；作用中，行动中；继续着 prep.向，朝……；关于；在……之上；在……时候 adj.开着的；发生
352

着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once 1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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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377 onl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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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 onward 1 ['ɔnwəd] adj.向前的；前进的 adv.向前；在前面
379 open 2 ['əupən] adj.公开的；敞开的；空旷的；坦率的；营业着的 vi.开始；展现 vt.公开；打开 n.公开；空旷；户外
380 opportunity 1 [,ɔpə'tju:niti] n.时机，机会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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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 orthodontics 1 [,ɔ:θəu'dɔntiks] n.畸齿矫正学（orthodontic的复数）
383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384 our 3 ['auə, ɑ:] pron.我们的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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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

灭；驱逐

outages 1 n.（尤指电力的）断供期，断供( outage的名词复数 )
387 o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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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

西、土)奥韦尔

Oxford 2 ['ɔksfəd] n.牛津大学；牛津（英国城市）
389 pandemic 2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390 panel 1 ['pænl] n.仪表板；嵌板；座谈小组，全体陪审员 vt.嵌镶板 n.(Panel)人名；(英、法)帕内尔
391 panels 8 ['pænl] n. 嵌板；仪表盘；面板；座谈小组；陪审团 v. 嵌镶
392 parts 2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393 pathology 1 n.病理（学）;〈比喻〉异常状态
394 patients 2 ['peɪʃənts] n.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
395 Paula 2 ['pɔ:lə] n.保拉（女子名）
396 peel 1 [pi:l] v.剥，剥落；削 n.皮 n.(Peel)人名；(英)皮尔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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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8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398 per 1 [强pə:, 弱pə] prep.每；经；按照；每一 n.(Per)人名；(德、挪、丹、瑞典)佩尔
399 percen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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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perovskite 8 [pə'rɔvzkait] n.[矿物]钙钛矿
401 personnel 1 [,pə:sə'nel] n.人事部门；全体人员 adj.人员的；有关人事的
402 photos 1 英 ['fəʊtəʊ] 美 ['foʊtoʊ] n. 照片 v. 拍照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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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

典)皮克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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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ce

placed 1 [pleɪst] adj. 名列前茅的（多指赛马）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06 places 2 [pleɪsɪz] n. 地点，地方；位置；位数（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 v. 放置（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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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 plastic 1 ['plæstik,'plɑ:s-] adj.塑料的；（外科）造型的；可塑的 n.塑料制品；整形；可塑体
409 playing 1 ['pleiiŋ] n.比赛；演奏 v.玩耍（play的ing形式）
410 pleasant 2 ['plezənt] adj.令人愉快的，舒适的；讨人喜欢的，和蔼可亲的 n.(Pleasant)人名；(英)普莱曾特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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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plenty 1 ['plenti] n.丰富，大量；充足 adj.足够的，很多的 adv.足够 n.(Plenty)人名；(英)普伦蒂
413 podiatry 1 [pəu'daiətri] n.足部医疗；[外科]脚病学
414 poll 1 [pəul] n.投票；民意测验；投票数；投票所 vt.投票；剪短；对…进行民意测验；获得选票 vi.投票 adj.无角的；剪过毛的；
405

修过枝的 n.(Poll)人名；(德、匈、罗、英)波尔

pollution 1 [pə:'lju:ʃən] n.污染 污染物
416 population 1 [,pɔpju'leiʃən] n.人口；[生物]种群，[生物]群体；全体居民
417 possible 2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418 postponed 1 英 [ˌpəʊst'pəʊnd] 美 [ˌpoʊst'poʊnd] adj. 延期的；缓办的 动词postpo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19 pow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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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

以操纵权力的 n.(Power)人名；(英、葡)鲍尔

powerful 1 ['pauəful] adj.强大的；强有力的 adv.很；非常
421 prime 1 [praim] adj.主要的；最好的；基本的 adv.极好地 n.初期；青年；精华；全盛时期 vt.使准备好；填装 vi.作准备 n.(Prime)
420

人名；(英)普赖姆；(德)普里梅

printed 1 adj.印刷的；印花样的；已印好的 v.[印刷]印刷；出版（print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铭记
423 printer 1 ['printə] n.[计]打印机；印刷工；印花工
424 printing 1 ['printiŋ] n.印刷；印刷术
425 probably 1 ['prɔbəbli] adv.大概；或许；很可能
426 problem 3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427 proc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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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的

producer 1 [prəu'dju:sə] n.制作人，制片人；生产者；发生器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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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 put 1 [put] vt.放；表达；移动；安置；赋予 vi.出发；击；航行；发芽 n.掷；笨蛋；投击；怪人 adj.固定不动的 n.(Put)人名；
428

(泰、缅)布

pv 1 abbr. 聚乙烯化合物(=polyvinyl) abbr. 峰值电压(=Peak Voltage)
432 raising 1 ['reiziŋ] n.高地；提高；举；浮雕装饰 v.饲养；升起；举起（raise的ing形式）
433 rate 1 [reit] n.比率，率；速度；价格；等级 vt.认为；估价；责骂 vi.责骂；被评价 n.(Rate)人名；(法、塞)拉特
434 rates 1 [reɪt] n. 比率；速度；价格；费用；等级 v. 认为；估价；定等级；值得；怒斥；责骂
435 rays 3 [reɪz] n. 射线 名词ray的复数形式.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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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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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

人名；(英)雷迪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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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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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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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 region 1 ['ri:dʒən] n.地区；范围；部位
442 relatively 1 ['relətivli] adv.相当地；相对地，比较地
443 relaxed 1 [ri'lækst] adj.松懈的，放松的；悠闲的，自在的；不严格的，不拘束的 v.relax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44 remain 2 [ri'mein] vi.保持；依然；留下；剩余；逗留；残存 n.遗迹；剩余物，残骸
445 renewable 1 [ri'nju:əbl] adj.可再生的；可更新的；可继续的 n.再生性能源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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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 required 1 [rɪ'kwaɪəd] adj. 必需的
448 requirements 1 英 [rɪ'kwaɪəmənt] 美 [rɪ'kwaɪərmənt] n. 必要条件；要求
449 researchers 1 ['rɪsɜːt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450 residents 1 ['rezɪdənts] 居民
451 responses 1 [rɪs'pɒnsɪz] 名词response的复数形式
452 restaurants 3 餐馆
453 restrictions 4 [rɪ'strɪkʃn] n. 限制；约束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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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

人名；(英)赖特

roads 1 n. 路；道路 名词road的复数形式 n. 罗兹(姓氏)
456 robot 2 ['rəubɔt, -bət, 'rɔbət] n.机器人；遥控设备，自动机械；机械般工作的人
457 rocky 1 ['rɔki] adj.岩石的，多岩石的；坚如岩石的；摇晃的；头晕目眩的
458 roofs 2 屋顶
459 rover 1 ['rəuvə] n.漫游者；流浪者；漂泊者 n.(Rover)人名；(英)罗弗；(意)罗韦尔
460 rules 2 n.[数]规则；条例（rule的复数形式） v.统治；支配；裁定（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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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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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

名；(英)拉什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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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伯)赛义德

464

sal

1 [sæl] abbr.[林]婆罗双树（Saltree）；盐（salt） n.(Sal)人名；(西、葡、土)萨尔；(柬)萨；(匈)绍尔；(英)萨尔(教名Sara、
Sarah的昵称)

salma 2 ['sælmə] 意大利重量单位(=217.；728公斤)
466 same 1 [seim] adj.相同的；同一的；上述的（通常与the连用）；无变化的 pron.同样的事物或人（通常与the连用） adv.同样地
465

（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467

s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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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ing 1 ['seiiŋ] n.话；谚语；言论 v.说（say的ing形式）
469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470 scale 1 [skeil] n.规模；比例；鳞；刻度；天平；数值范围 vi.衡量；攀登；剥落；生水垢 vt.测量；攀登；刮鳞；依比例决定 n.
468

(Scale)人名；(意)斯卡莱

scary 1 adj.（事物）可怕的；恐怖的；吓人的；（人）提心吊胆的；引起惊慌的；胆小的
472 scenarios 1 [sɪ'nɑːriːəʊz] n. 情节；情况
473 school 1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474 schools 1 [s'kuːlz] n. 学校；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
475 scientists 3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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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

(Second)人名；(法)塞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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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 seeing 1 ['si:iŋ] n.看见；视觉；观看；视力 conj.因为；由于；鉴于 adj.看见的；有视觉的 v.看见（see的ing形式）
479 Seoul 2 [səul; 'sjə:ul] n.汉城，首尔（韩国首都）
480 seriously 1 ['siəriəsli, 'si:r-] adv.认真地；严重地，严肃地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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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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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 se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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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

n.(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seven 2 ['sevən] num.七个，七 n.七个，七 adj.七的；七个的 n.(Seven)人名；(土库、阿塞)谢文；(土)塞文
484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485 shout 1 [ʃaut] vi.呼喊；喊叫；大声说 vt.呼喊；大声说 n.呼喊；呼叫
486 shovels 1 ['ʃʌvl] n. 铲；挖斗机；一铲的量 vt. 铲；铲成；舀 vi. 用铲子
487 show 2 [ʃəu] vt.显示；说明；演出；展出 vi.显示；说明；指示 n.显示；表演；炫耀 n.(Show)人名；(中)邵(普通话·威妥玛)；(英)
483

肖

shows 1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489 shut 1 [ʃʌt] vt.关闭；停业；幽禁 vi.关上；停止营业 n.关闭 adj.关闭的；围绕的 n.(Shut)人名；(俄)舒特；(中)室(广东话·威妥玛)
490 significantly 1 adv.显著地；相当数量地
491 silicon 4 ['silikən, -kɔn] n.[化学]硅；硅元素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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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 six 1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494 size 1 [saiz] n.大小；尺寸 adj.一定尺寸的 vt.依大小排列 vi.可比拟
495 skin 1 [skin] n.皮肤；外皮 vt.剥皮 vi.愈合；长皮
496 slow 1 [sləu] adj.慢的；减速的；迟钝的 vi.变慢；变萧条 vt.放慢；阻碍 adv.慢慢地；迟缓地 n.(Slow)人名；(英)斯洛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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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

人名；(英)斯莫尔

snow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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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 so 3 ['səu, 弱 sə] adv.如此，这么；确是如此 conj.所以；因此 pron.这样 n.(So)人名；(柬)索
500 social 2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501 soft 1 [sɔft, sɔ:ft] adj.软的，柔软的；温柔的，温和的；软弱的；笨的 adv.柔软地；温和地 n.柔性；柔软的东西；柔软部分
502 solar 10 ['səulə] adj.太阳的；日光的；利用太阳光的；与太阳相关的 n.日光浴室 n.(Solar)人名；(法、英、意、西、塞、捷)索拉
498

尔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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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

2 ['saʊndz] n. 声音，响声（名词sound的复数形式） v. 听起来；感觉起来；发出声音；发音（动词sound的第三人称单数
形式）

sounds

south 1 [sauθ, sauð] n.南方，南边；南部 adv.在南方，向南方 adj.南的，南方的 n.(South)人名；(老)苏；(英)索思
506 space 4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507 spike 1 [spaik] n.长钉，道钉；钉鞋；细高跟 vt.阻止；以大钉钉牢；用尖物刺穿 n.(Spike)人名；(瑞典)斯皮克
508 sprea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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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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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 started 1 [s'tɑːt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11 starting 1 ['stɑːtɪŋ] n. 出发；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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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 Stat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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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 station 2 n.车站；驻地；地位；身份 vt.配置；安置；驻扎
515 stay 2 [stei] vi.停留；坚持；暂住；停下 vt.坚持；暂住；抑制 n.逗留；停止；支柱
516 steep 1 [sti:p] adj.陡峭的；不合理的；夸大的；急剧升降的 vt.泡；浸；使…充满 vi.泡；沉浸 n.峭壁；浸渍
517 step 1 [step] n.步，脚步；步骤；步伐；梯级 vi.踏，踩；走 vt.走，迈步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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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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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

4 [stɔ:m] n.暴风雨；大动荡 vi.起风暴；横冲直撞；狂怒咆哮 vt.猛攻；怒骂 n.(Storm)人名；(瑞典)斯托姆；(德)施托姆；
(英、西、芬)斯托姆

storm

stout 2 [staut] adj.结实的；矮胖的；勇敢的；激烈的 n.矮胖子；烈性啤酒 n.(Stout)人名；(英)斯托特
521 stretch 1 vt.伸展,张开；（大量地）使用，消耗（金钱，时间）；使竭尽所能；使全力以赴； vi.伸展；足够买（或支付） n.伸
520

展，延伸 n.(Stretch)人名；(英)斯特雷奇
522

strict

1 [strikt] adj.严格的；绝对的；精确的；详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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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ff 1 [stʌf] n.东西；材料；填充物；素材资料 vt.塞满；填塞；让吃饱 vi.吃得过多
524 subscribe 1 [səb'skraib] vi.订阅；捐款；认购；赞成；签署 vt.签署；赞成；捐助
525 suggest 1 vt.提议，建议；启发；使人想起；显示；暗示
526 sun 3 [sʌn] n.太阳 vt.使晒 vi.晒太阳 n.(Sun)人名；(中)孙(普通话·威妥玛)；(柬)孙；(缅)素；(土)松
527 sunlight 1 ['sʌnlait] n.日光 n.(Sunlight)人名；(英)森莱特
528 support 1 [sə'pɔ:t] vt.支持，支撑，支援；扶持，帮助；赡养，供养 n.支持，维持；支援，供养；支持者，支撑物
529 symptoms 1 ['sɪmptəmz] n. 症候 名词symptom的复数形式.
530 synthesized 1 英 ['sɪnθɪsaɪzd] 美 ['sɪnθəˌsaɪzd] adj. 综合的；合成乐器的 动词synthes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31 system 2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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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

的）售得金额

tak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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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 tak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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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 talking 1 ['tɔ:kiŋ] adj.说话的，多嘴的；有表情的 n.讲话，谈论 v.谈论；讲话（talk的ing形式） n.(Talking)人名；(英)托金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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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 technologies 1 英 [tek'nɒlədʒi] 美 [tek'nɑːlədʒi] n. 技术；工艺；工艺学
538 teeth 1 [ti:θ] n.牙齿
539 telescope 1 ['teliskəup] vt.压缩；使套叠 vi.套叠；变短 n.望远镜；缩叠式旅行袋
540 texas 1 ['teksəs] n.德克萨斯州（美国州名）
541 tha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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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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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1 [θæŋk] vt.感谢 n.感谢 int.谢谢
543 thanks 1 n.谢谢（只用复数） int.谢谢
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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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 the 7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546 theaters 2 n. 影剧院，剧院（theater复数）
547 thei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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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 themselves 1 [ðəm'selvz, ðem-] pron.他们自己；他们亲自
549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550 there 6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551 these 5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552 they 1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553 think 1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554 third 2 [θə:d] num.第三；三分之一 adj.第三的；三分之一的
555 this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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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557 though 2 [ðəu] adv.可是，虽然；不过；然而 conj.虽然；尽管 prep.但
558 threat 2 [θret] n.威胁，恐吓；凶兆
559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560 tighter 1 [taɪt] adj. 紧的；紧身的；密集的；拮据的 adv. 紧紧地；牢固地；迅速地
561 time 2 [taim] n.时间；时代；次数；节拍；倍数 vt.计时；测定…的时间；安排…的速度 adj.定时的；定期的；分期的 n.(Time)人
542

名；(俄)季梅；(英)泰姆；(罗)蒂梅
562

to

41 [强 tu:, 弱 tu, 辅音前弱tə, t] adv.向前；（门等）关上 prep.到；向；（表示时间、方向）朝…方向 n.(To)人名；(柬)多；(中)脱
(普通话·威妥玛)

today 3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564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565 tons 2 [tʌnz] ad. [口]极其；非常
566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567 toward 2 [英 [tɔ:d, təʊrd, təˈwɔ:d] 美 [tɔrd, tord, təˈwɔrd]] prep.向；对于；为了；接近 adj.即将来到的，进行中的 n.(Toward)人名；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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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沃德

toxic 1 ['tɔksik] adj.有毒的；中毒的
569 tracing 1 ['treisiŋ] n.追踪；追查；描摹；摹图；显迹 v.追踪（trace的ing形式）
570 transcript 1 ['trænskript, 'trænz-, 'trɑ:n-] n.成绩单；抄本，副本；文字记录
571 transform 1 [træns'fɔ:m, trænz-, trɑ:n-] vt.改变，使…变形；转换 vi.变换，改变；转化
572 transparent 1 [træns'pærənt, -'pεə-, trænz-, trɑ:n-] adj.透明的；显然的；坦率的；易懂的
573 travel 1 ['trævəl] vi.旅行；行进；步行；交往 vt.经过；在…旅行 n.旅行；游历；漫游
574 trivia 1 ['triviə] n.琐事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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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 Tuesday 1 ['tju:zdi; -dei] n.星期二
577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578 typ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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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 underwater 1 ['ʌndə'wɔ:tə] adj.在水中的；水面下的 adv.在水下 n.水下
580 unidentified 4 adj.未经确认的；未辨别出的，身份不明的
581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582 university 2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583 until 1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584 u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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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 updated 1 [ʌp'deɪtɪd] adj. 更新的；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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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 used 4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588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589 Utah 1 ['ju:tɑ:] n.美国犹他州
590 vaccine 1 ['væksi:n] n.疫苗；牛痘苗 adj.疫苗的；牛痘的
591 variant 2 ['vεəriənt] adj.不同的；多样的 n.变体；转化
592 vary 1 ['vεəri] vi.变化；变异；违反 vt.改变；使多样化；变奏 n.(Vary)人名；(英、法、罗、柬)瓦里
593 ve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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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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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 Virginia 1 [və(:)'dʒinjə] n.弗吉尼亚（女子名）；弗吉尼亚州 adj.弗吉尼亚州的
596 walk 1 [wɔ:k] n.步行，走；散步 vt.散步；走过 vi.走，步行；散步 n.(Walk)人名；(德、葡)瓦尔克；(英)沃克
597 want 3 [wɔnt, wɔ:nt] vt.需要；希望；应该；缺少 n.需要；缺乏；贫困；必需品 vi.需要；缺少
598 warsaw 1 ['wɔ:sɔ:] n.华沙（波兰首都）
599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600 waste 2 [weist] n.浪费；废物；荒地；损耗；地面风化物 vt.浪费；消耗；使荒芜 vi.浪费；变消瘦；挥霍钱财 adj.废弃的；多余
568

的；荒芜的

Watts 2 [wɔts] n.瓦特（功率单位）
602 wave 1 [weiv] vi.波动；起伏；挥手示意；摇动；呈波形 vt.卷（烫）发；向…挥手示意；使成波浪形 n.波动；波浪；高潮；挥手
601

示意；卷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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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4 we 6 [wi:弱 wi] pron.我们（主格）；笔者，本人（作者或演讲人使用）；朕，寡人 n.(We)人名；(缅)韦
605 wear 1 n.衣物；磨损；耐久性 v.穿着；用旧；耗损；面露
606 weat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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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

的；迎风的 n.(Weather)人名；(英)韦瑟

web 1 [web] n.网；卷筒纸；蹼；织物；圈套 vt.用网缠住；使中圈套 vi.形成网
608 Wednesday 1 ['wenzdi; -dei] n.星期三
609 week 1 [wi:k] n.周，星期
610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611 wh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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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 whatever 1 [hwɔt'evə, 'hwət-] adj.不管什么样的 pron.无论什么；诸如此类 conj.无论什么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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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when 3 conj.考虑到；既然；当…时；在…时；如果 adv.什么时候，何时；（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在那时；其时；当时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where 3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615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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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 who 2 pron.谁；什么人
618 wh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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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

芬)维德

wi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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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 1 [[wɪnd] n.风；呼吸；气味；卷绕 vt.缠绕；上发条；使弯曲；吹号角；绕住或缠住某人 vi.缠绕；上发条；吹响号角 n.
620

(Wind)人名；(英、德、瑞典)温德

window 1 ['windəu] n.窗；窗口；窗户
623 winter 2 ['wintə] n.冬季；年岁；萧条期 vi.过冬 adj.冬天的；越冬的 n.(Winter)人名；(英、德、匈、罗、捷、西、芬、瑞典、法)
622

温特

with 1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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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

(Working)人名；(英)沃金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627 world 3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628 worldwide 1 ['wə:ld,waid] adj.全世界的 adv.在世界各地
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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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 would 2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631 wrapped 1 [ræpt] adj.有包装的 v.包裹；覆盖（wrap的过去分词）
632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633 years 2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634 York 2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635 you 5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636 YouTube 1 英 ['juːtjuːb] 美 ['juːtuːb] n. 一个互联网视频共享网站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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