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n10 2021-02-10 词汇表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2 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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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ə'baut] prep.关于；大约 adj.在附近的；四处走动的；在起作用的 adv.大约；周围；到处 n.大致；粗枝大叶；不拘小节的
1

人 n.(About)人名；(法)阿布

absolutely 1 ['æbsəlju:tli, ,æbsə'lju:tli] adv.绝对地；完全地
5 abuses 1 [ə'bjuːs] n. 滥用；恶习 vt. 滥用；辱骂；虐待
6 accepting 1 [ək'septiŋ] adj.承兑的；易接受的；赞同的 v.接受；同意；承担（责任等）（accept的ing形式）
7 actual 1 ['æktʃuəl] adj.真实的，实际的；现行的，目前的
8 actually 3 adv.实际上；事实上
9 add 1 [æd] vi.加；增加；加起来；做加法 vt.增加，添加；补充说；计算…总和 n.加法，加法运算
10 additional 1 [ə'diʃənəl] adj.附加的，额外的
11 admiration 1 [,ædmə'reiʃən] n.钦佩；赞赏；羡慕；赞美
12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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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head 1 adj.向前；在前的；领先 adv.向前地；领先地；在（某人或某事物的）前面；预先；在将来，为未来
15 ai 1 [ai] abbr.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 n.(Ai)人名；(中)艾(普通话·威妥玛)；(日)爱(名)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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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ligned 1 [ə'laɪnd] adj. 对齐的；均衡的 动词alig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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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llow 1 [ə'lau] vt.允许；给予；认可 vi.容许；考虑
20 allowed 2 adj.允许，容许的 v.允许；认可（allow的过去分词）
21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22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23 alternate 1 [ɔ:l'tə:nət, 'ɔ:ltə-, 'ɔ:ltəneit] vi.交替；轮流 vt.使交替；使轮流 adj.交替的；轮流的 n.替换物
24 always 1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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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连用构成被动语态） n.（柬）安（人名）

amazon 1 ['æməzɔn] 亚马逊；古希腊女战士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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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mericans 1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29 amount 1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30 an 7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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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nd 36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33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4 another 2 [ə'nʌðə] adj.又一，另一；另外的；不同的 pron.另一个；又一个 prep.另一个；另一个人
35 answer 1 ['ɑ:nsə, 'æn-] vt.回答；符合 vi.回答；符合 n.回答；答案；答辩
36 anywhere 1 ['enihwεə] adv.在任何地方；无论何处 n.任何地方
37 apt 1 [æpt] adj.恰当的；有…倾向的；灵敏的 n.(Apt)人名；(法、波、英)阿普特
38 ar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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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artistically 1 [a:'tistikəli] adv.在艺术上；富有艺术地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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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aspects 1 ['æspekts] 方面；方位；外观；外貌（aspect的复数）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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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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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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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ctioning 1 ['ɔ:kʃən] vt.拍卖；竞卖 n.拍卖
44 augmented 1 [ɔ:g'mentid] adj.增广的；增音的；扩张的
45 authorized 1 ['ɔ:θəraizd] adj.经授权的；经认可的 v.授权；批准；辩护（authorize的过去分词）
46 available 1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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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间色

aware 1 [ə'wεə] adj.意识到的；知道的；有…方面知识的；懂世故的 n.(Aware)人名；(阿拉伯、索)阿瓦雷
49 awareness 1 n.意识，认识；明白，知道 n.人群对品牌或产品的认知
50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51 back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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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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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ack 1 n.贝拉克
53 barbering 1 n.剃毛；手工修饰工序 v.为…理发；修整（barber的ing形式）
54 be 10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55 became 3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56 because 5 [bi'kɔz] conj.因为
57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58 been 4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59 before 3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60 begin 1 [bɪˈ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61 being 3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62 believe 1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63 believes 1 [bɪ'liːv] v. 相信；认为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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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特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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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67 biden 1 n. 拜登(姓氏)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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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bigger 3 [bɪgə] adj. 更大的 形容词big的比较级.
70 billion 2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71 billions 1 ['bɪljənz] n.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
72 black 1 [blæk] adj.黑色的；黑人的；邪恶的 n.黑色；黑人；黑颜料 vt.使变黑；把鞋油等涂在…上；把（眼眶）打成青肿 vi.变黑
66

n.(Black)人名；(英、西)布莱克；(德、葡、捷)布拉克

bought 1 [bɔ:t] v.买（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4 brick 1 [brik] n.砖，砖块；砖形物；心肠好的人 vt.用砖砌 adj.用砖做的；似砖的 n.(Brick)人名；(英、法、瑞典)布里克
75 bringing 2 [briŋ] vt.带来；促使；引起；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Bring)人名；(英、瑞典)布林
76 brings 1 [brɪŋz] v. 带来；促使；引起；劝诱（动词brin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77 brink 1 [briŋk] n.（峭壁的）边缘 n.(Brink)人名；(德、英、荷、丹、瑞典)布林克
78 British 1 ['britiʃ] adj.英国的；英国人的；大不列颠的 n.英国人
79 broadcasting 1 ['brɔ:d,kɑ:stiŋ, -,kæstiŋ] n.播放；广播节目 v.广播（broadcast的ing形式）
80 browse 1 vt.浏览；吃草 vi.浏览；吃草；漫不经心地看商品 n.浏览；吃草；嫩草，嫩叶 n.(Browse)人名；(英)布劳斯
81 browsers 1 [b'raʊzəz] 浏览者
82 bush 1 [buʃ] n.灌木；矮树丛 vt.以灌木装饰；使…精疲力竭 vi.丛生；浓密地生长 adj.如灌木般长得低矮的；粗野的
83 business 2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84 businesses 2 ['bɪznəsɪz] n. 店铺，商行（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
85 but 8 [强 bʌt, 弱 bət, bʌt] conj.但是；而是；然而 adv.仅仅，只 prep.除…以外 n.(But)人名；(俄、罗)布特；(越)笔
86 bu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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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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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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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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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90 campaigns 1 [kæm'peɪn] n. 运动；战役；活动；竞选运动 v. 参加竞选；从事运动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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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的）食品罐头

card 1 [kɑ:d] n.卡片；纸牌；明信片 vt.记于卡片上 n.(Card)人名；(英)卡德
93 Caribbean 1 [kæri'bi(:)ən] adj.加勒比人的；加勒比海的；加勒比语的 n.加勒比海
94 Carl 3 [kɑ:l] n.卡尔（男名）
95 carries 1 ['kæri] v. 携带；运送；搬运；带有；传播；承载 n. 【计】进位；运载
96 cars 1 英 [kɑ:z] 美 [kɑ:rz] n. 汽车；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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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cases 1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99 Castro 1 ['kæstrəu] n.卡斯特罗（古巴领导人，1976-2006年在任）
100 cbre 1 Chemical, Biological, and Radiological Element 化学、生物、放射性元素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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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century 1 ['sentʃuri] n.世纪，百年；（板球）一百分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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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challenge 1 n.挑战；怀疑 vt.向…挑战；对…质疑
105 change 2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106 changed 1 [tʃeɪndʒd] adj.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7 changes 2 [tʃendʒs] n.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
108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109 clin 1 abbr.诊所（clinic） n.(Clin)人名；(法)克兰
110 clip 2 n.（塑料或金属的）夹子；回纹针；修剪；剪报 vt.剪；剪掉；缩短；给…剪毛（或发）用别针别在某物上，用夹子夹在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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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thes 1 [kləuðz] n.衣服
112 cnn 5 [ˌsiːen'en] abbr. 美国有线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
113 collapse 1 vi.倒塌；瓦解；暴跌 vt.使倒塌，使崩溃；使萎陷；折叠 n.倒塌；失败；衰竭
114 combined 1 [kəm'baind] adj.结合的；[数]组合的 v.使结合；联合（combine的过去分词）
115 c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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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梅

coming 1 ['kʌmiŋ] adj.即将到来的；接着的；前途有望的 n.来到；到达 v.来（come的ing形式）
117 commercial 1 [kə'mə:ʃəl] adj.商业的；营利的；靠广告收入的 n.商业广告
118 commonly 1 ['kɔmənli] adv.一般地；通常地；普通地
119 communist 4 ['kɔmjunist] n.共产党员；共产主义者 adj.共产主义的
120 community 1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121 commute 1 vi.（搭乘车、船等）通勤；代偿 vt.减刑；交换；用……交换；使……变成 n.通勤（口语）
122 company 2 ['kʌmp(ə)ni] n.公司；陪伴，同伴；连队 vi.交往 vt.陪伴 n.(Company)人名；(西)孔帕尼；(英)康帕尼
123 complex 1 ['kɔmpleks] adj.复杂的；合成的 n.复合体；综合设施
124 complicated 1 ['kɔmplikeitid] adj.难懂的，复杂的
125 comrades 1 ['kɒmreɪdz] 同志
126 concerned 1 [kən'sə:nd] adj.有关的；关心的 v.关心（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与…有关
127 conditions 2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128 connection 1 n.连接；关系；人脉；连接件
129 constantly 1 ['kɔnstəntli] adv.不断地；时常地
130 consumerism 1 [kən'sju:mə,rizəm] n.保护消费者利益运动；用户至上主义
131 consumers 2 [kən'sjuːməs] n. 顾客 名词consumer的复数形式.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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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3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133 controlled 2 [kən'trəuld] adj.受控制的；受约束的；克制的 v.控制；约束（control的过去式）；指挥
134 controls 1 英 [kən'trəʊls] 美 [kən'troʊls] n. 控制器；控制机构 名词control的复数形式.
135 copy 1 ['kɔpi] vi.复制；复印；抄袭 vt.复制；复印；抄袭 n.副本；一册；摹仿
136 coron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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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corporation 1 n.公司；法人（团体）；社团；市政当局
138 correcting 1 [kə'rekt] adj. 正确的；得体的 v. 改正；纠正
139 correspondent 1 [,kɔ:ri'spɔndənt] n.通讯记者；客户；通信者；代理商行
140 co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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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costs 2 ['kɒsts] n. 费用；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
142 could 3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143 countr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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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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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credit 1 ['kredit] n.信用，信誉；[金融]贷款；学分；信任；声望 vt.相信，信任；把…归给，归功于；赞颂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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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Cuba 10 ['kju:bə] n.古巴（拉丁美洲国家）
148 Cuban 4 ['kju:bən] n.古巴人 adj.古巴的；古巴人的
149 Cubans 3 n.古巴人( Cuban的名词复数 )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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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特

customer 7 ['kʌstəmə] n.顾客；家伙
152 customers 6 ['kʌstəməz] n. 顾客；<口>家伙 名词customer的复数形式
153 cyberspace 1 n.（电子计算机创造的）通讯、信息空间
154 cycle 1 ['saikl] n.循环；周期；自行车；整套；一段时间 vt.使循环；使轮转 vi.循环；骑自行车；轮转
155 data 4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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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deal 1 [di:l] vt.处理；给予；分配；发牌 vi.处理；讨论；对待；做生意 n.交易；（美）政策；待遇；份量 n.(Deal)人名；(英、
151

西)迪尔

decide 1 [di'said] vt.决定；解决；判决 vi.决定，下决心
159 dedicated 1 ['dedikeitid] adj.专用的；专注的；献身的 v.以…奉献；把…用于（dedic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0 Delaware 1 ['deləwɛə] n.特拉华州（位于美国东部）
161 demand 1 [di'mɑ:nd, -'mænd] vt.要求；需要；查询 vi.需要；请求；查问 n.[经]需求；要求；需要 n.(Demand)人名；(德)德曼德
162 democratic 2 [,demə'krætik,-kəl] adj.民主的；民主政治的；大众的
163 destroyed 1 [dis'trɔid] adj.被毁，毁坏；遭破坏的 v.破坏（destroy的过去分词）
164 dictator 1 [dik'teitə, 'dikteitə] n.独裁者；命令者
165 different 2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166 digging 1 ['digiŋ] n.挖掘，采掘 v.挖掘，发掘（dig的现在分词形式）
167 discount 1 [['diskaunt, dis'k-] n.折扣；贴现率 vi.贴现；打折扣出售商品 vt.打折扣；将…贴现；贬损；低估；忽视
168 disparity 1 [dis'pærəti] n.不同；不一致；不等
169 do 2 n.要求；规定；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做；干；学习；研究；进行；完成；解答；整理；算出；引起；行过 aux.助动词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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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171 dollars 1 n. 美元（dollar的复数）
172 don 1 [dɔn] n.先生，阁下；指导教师，大学教师 vt.穿上 n.(Don)人名；(缅)顿；(英)唐(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
173 donate 1 vt.捐赠；捐献 vi.捐赠；捐献
174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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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去 n.(Down)人名；(英)唐
175

dramatically 1 adv.戏剧地；引人注目地 adv.显著地，剧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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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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178 early 1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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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181 easy 1 ['i:zi] adj.容易的；舒适的 adv.不费力地，从容地 vi.停止划桨 vt.发出停划命令
182 economic 4 [,i:kə'nɔmik] adj.经济的，经济上的；经济学的
183 economy 1 [i'kɔnəmi] n.经济；节约；理财 n.(Economy)人名；(英)伊科诺米
184 effectively 1 [i'fektivli] adv.有效地，生效地；有力地；实际上
185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186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187 either 1 adj.两者之中任一的；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任何一个 conj.也（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根本 pron.任一，两方，随
176

便哪一个；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

electronics 1 [,ilek'trɔniks] n.电子学；电子工业
189 embargo 2 [em'bɑ:gəu, im-] vt.禁止出入港口；禁止或限制贸易；征用或扣押 n.禁令；禁止；封港令
190 end 7 [end] n.结束；目标；尽头；末端；死亡 vi.结束，终止；终结 vt.结束，终止；终结 n.(End)人名；(英、德)恩德
191 ending 1 ['endiŋ] n.结局；结尾
192 ends 2 ['endz] n. 结束；结局 名词end的复数形式.
193 entire 1 [in'taiə] adj.全部的，整个的；全体的 n.(Entire)人名；(英)恩泰尔
194 estate 1 n.房地产；财产；身份
195 estimated 1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196 estimates 2 ['estɪməts] n.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
197 et 1 [i:ti:] conj.（拉丁语）和（等于and）
198 evaluate 1 [i'væljueit] vt.评价；估价；求…的值 vi.评价；估价
199 ev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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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等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ever 1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201 every 2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202 experience 1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203 explaining 1 [ɪk'spleɪn] v. 说明；解释
204 explorer 1 n.探险家；勘探者；探测器；[医]探针
205 exploring 1 [ɪks'plɔːrɪŋ] n. 探索；探测 动词explore的现在分词形式.
206 extremely 1 [ik'stri:mli] adv.非常，极其；极端地
207 fact 2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208 far 1 [fɑ:] adv.很；遥远地；久远地；到很远的距离；到很深的程度 adj.远的；久远的 n.远方 n.(Far)人名；(德、西、塞)法尔
209 fate 1 ['feit] n.命运 vt.注定 n.(Fate)人名；(英)费特
210 February 1 ['februəri] n.二月
211 fidel 1 n.（男名）菲德尔
212 Field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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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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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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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financial 1 [fai'nænʃəl] adj.金融的；财政的，财务的
216 finding 1 ['faindiŋ] n.发现；裁决；发现物 v.找到；感到（find的ing形式）；遇到
217 firs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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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特；(捷)菲尔斯特

five 2 [faiv] n.五，五个；五美元钞票 num.五，五个 adj.五的；五个的 n.(Five)人名；(挪)菲弗
219 fix 2 [fiks] vt.使固定；修理；安装；准备 vi.固定；注视 n.困境；方位；贿赂 n.(Fix)人名；(英、法、德、瑞典)菲克斯
220 folks 1 ['fəʊks] n. 人们；家人；父母 名词folk的复数形式.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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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1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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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four 1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224 fraction 1 ['frækʃən] n.分数；部分；小部分；稍微
225 free 2 [fri:] adj.免费的；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化学]游离的 vt.使自由，解放；释放 adv.自由地；免费 n.(Free)人名；(英)弗里
226 fresh 1 [freʃ] adj.新鲜的；清新的；淡水的；无经验的 n.开始；新生；泛滥 adv.刚刚，才；最新地
227 from 10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28 front 1 [frʌnt] n.前面；正面；前线 vt.面对；朝向；对付 vi.朝向 adj.前面的；正面的 adv.在前面；向前 n.(Front)人名；(法)弗龙
229 fulfilling 1 [fʊl'fɪlɪŋ] adj. 令人高兴的；令人满意 动词fulfill的现在分词形式.
230 future 1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231 gave 1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232 general 1 adj.一般的，普通的；综合的；大体的 n.一般；将军，上将；常规 n.(General)人名；(英)杰纳勒尔
233 generally 1 ['dʒenərəli] adv.通常；普遍地，一般地
234 gerold 1 n. 杰拉尔德
235 get 6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236 gets 1 ['ɡets]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
237 getting 2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238 gi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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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go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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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going 1 ['gəuiŋ] n.行为；离去；工作情况；地面状况 adj.流行的；进行中的；现存的 v.前进；出发；运转（go的ing形式） n.
223

(Going)人名；(英)戈因

government 5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242 governments 1 ['gʌvənmənts] n. 政府；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
243 great 1 [greit] adj.伟大的，重大的；极好的，好的；主要的 n.大师；大人物；伟人们
244 grip 1 [grip] n.紧握；柄；支配；握拍方式；拍柄绷带 vt.紧握；夹紧 vi.抓住 n.(Grip)人名；(英、瑞典)格里普
245 grow 1 [grəu] vi.发展；生长；渐渐变得… vt.使生长；种植；扩展 n.(Grow)人名；(英)格罗
246 growth 1 [grəuθ] n.增长；发展；生长；种植
247 handle 2 ['hændl] n.[建]把手；柄；手感；口实 vt.处理；操作；运用；买卖；触摸 vi.搬运；易于操纵
248 happen 2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249 happens 3 ['hæpən] vi. 发生；碰巧；出现；偶遇
250 happy 1 ['hæpi] adj.幸福的；高兴的；巧妙的 n.(Happy)人名；(英、瑞典、喀)哈皮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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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猛烈地；牢固地 n.（Hard）人名；(英、芬、瑞典)哈德

harness 1 vt.治理；套；驾驭；披上甲胄；利用 n.马具；甲胄；挽具状带子；降落伞背带；日常工作
253 h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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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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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he 4 [hi:, 弱 hi, i:, i] n.男孩，男人；它（雄性动物） pron.他 n.(He)人名；(日)户(姓)；(朝)海；(柬)赫
256 headache 1 ['hedeik] n.头痛；麻烦；令人头痛之事
257 healthcare 1 ['helθkeə] 保健
258 healthy 1 ['helθi] adj.健康的，健全的；有益于健康的
259 heavily 1 ['hevili] adv.沉重地；猛烈地；沉闷地
260 hel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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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普

help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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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here 4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263 hesitant 1 ['hezitənt] adj.迟疑的；踌躇的；犹豫不定的
264 higher 1 ['haiə(r)] adj.更高的，较高的（high的比较级）
265 highs 1 ['haɪz] n. 高频分量(高处)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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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m 1 [him, 弱im] pron.他（宾格） n.(Him)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欣；(柬)亨；(中)谦(广东话·威妥玛)
267 his 6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268 history 1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269 hit 1 [hit] vt.打击；袭击；碰撞；偶然发现；伤…的感情 vi.打；打击；碰撞；偶然碰上 n.打；打击；（演出等）成功；讽刺
270 hole 1 [həul] n.洞，孔；洞穴，穴；突破口 vi.凿洞，穿孔；（高尔夫球等）进洞 vt.凿洞 n.(Hole)人名；(瑞典、挪)霍勒；(英)霍
266

尔

holiday 1 ['hɔlədi] n.假日；节日；休息日 vi.外出度假 n.(Holiday)人名；(英)霍利迪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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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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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hotels 1 霍特尔斯
275 how 3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276 human 1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277 if 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278 improve 2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279 in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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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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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in'ɔ:dəbl] adj.听不见的；不可闻的
281 inclined 1 [in'klaind] adj.趋向于…的 v.使…倾向（incline的过去分词）
282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283 info 2 ['infəu] n.信息；情报
284 information 2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285 inspect 1 [in'spekt] vt.检查；视察；检阅 vi.进行检查；进行视察
286 instances 1 ['ɪnstəns] n. 例子；场合；情况；要求；诉讼程序 vt. 举例说明
287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288 insurance 1 [in'ʃuərəns] n.保险；保险费；保险契约；赔偿金
289 Internet 4 ['intənet] n.因特网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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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introduced 1 [ɪntrəd'juːst] v. 介绍，引进（动词int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92 is 1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93 island 2 ['ailənd] n.岛；岛屿；安全岛；岛状物 adj.岛的 vt.孤立；使成岛状 n.(Island)人名；(英)艾兰
294 isn 1 abbr. 集成供应网络(=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
295 it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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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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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em 4 n.条款，项目；一则；一件商品（或物品） adj.又，同上 v.记下；逐条列出
297 items 1 ['aɪtəm] n. 项目；条款；一件商品（或物品）；一则或一条新闻 adv. 也
298 its 6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299 itself 2 [it'self] pron.它自己；它本身
300 jobs 3 [dʒɔbs] n.工作（job的复数形式）
301 jus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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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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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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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keeping 2 ['ki:piŋ] n.保管；一致；协调；遵守 v.保持；遵守（keep的ing形式）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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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kinds 1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306 know 2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307 labor 2 ['leibə] n.劳动；工作；劳工；分娩 vi.劳动；努力；苦干 vt.详细分析；使厌烦 n.(Labor)人名；(德、塞、法)拉博尔；(英)
302

拉博
308

landfill

2 ['lændfil] n.垃圾填埋地；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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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fills 2 ['lændfɪl] n. 垃圾填埋地；垃圾填埋法 vt. 在垃圾填埋地上处理
310 large 1 [lɑ:dʒ] adj.大的；多数的；广博的 adv.大大地；夸大地 n.大 n.(Large)人名；(英)拉奇；(法)拉尔热
311 latest 1 adv.最迟地；最后地 n.最新的事物 adj.最新的，最近的；最迟的，最后的
312 launched 1 [lɔː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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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形成或分成层次；[植]通过压条法而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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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d)人名；(英)利德

314

lead

315

lean

1 [li:n] vi.倾斜；倚靠；倾向；依赖 adj.瘦的；贫乏的，歉收的 vt.使倾斜 n.瘦肉；倾斜；倾斜度 n.(Lean)人名；(西)莱安；
(柬)连；(英)利恩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317 l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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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letting 1 ['letiŋ] n.出租；租金 v.让，允许（let的现在分词）
319 life 2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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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likelihood 1 ['laiklihud] n.可能性，可能
322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323 limiting 1 ['limitiŋ] adj.限制的；限制性的 v.限制；限定（limit的现在分词）
324 link 1 [liŋk] n.[计]链环，环节；联系，关系 vt.连接，连结；联合，结合 vi.连接起来；联系在一起；将人或物连接或联系起来 n.
316

(Link)人名；(英、德、塞、捷、匈、瑞典)林克

liquidator 1 ['likwideitə] n.清算人；公司资产清理人
326 liquidators 2 n.（公司债务）清算人( liquidator的名词复数 )
327 lives 1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328 ll 1 abbr.陆上通信线（LandLines）；下限（LowerLimit）；低电平（LowLevel）
329 loosening 1 n.松散，放松 v.使…松开（loosen的ing形式）
330 lost 1 [lɔst, lɔ:st] adj.失去的；丧失的；迷惑的 v.遗失（lose的过去分词）；失败
331 lo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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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分（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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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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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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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335

2 [meik] vt.使得；进行；布置，准备，整理；制造；认为；获得；形成；安排；引起；构成 vi.开始；前进；增大；被制
造 n.制造；构造；性情 n.(Make)人名；(塞、南非)马克

make

male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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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man 2 [mæn] n.人；男人；人类；丈夫；雇工 vt.操纵；给…配置人员；使增强勇气；在…就位 n.(Man)人名；(俄)马恩；(英、
336

葡、意、罗、捷、尼、老、缅、柬)曼；(日)万(名)

manage 1 vt.管理；经营；控制；设法 vi.处理；应付过去
339 manufacturer 1 [,mænju'fæktʃərə] n.制造商；[经]厂商
340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341 mart 2 [mɑ:t] n.集市；商业中心 n.(Mart)人名；(爱沙)马尔特；(塞、法、土库、阿塞、俄)马尔特
342 math 1 [mæθ] n.数学（等于mathematics） n.(Math)人名；(德)马特；(柬)马；(英)马思
343 may 4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344 maybe 1 ['meibi] adv.也许；可能；大概 n.可能性；不确定性
345 me 1 [mi:, 弱mi] pron.我（宾格） n.自我；极端自私的人；自我的一部分 n.(Me)人名；(日)马(姓)；(朝)袂；(阿拉伯、柬、老)梅
346 media 1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347 merchandise 1 ['mə:tʃəndaiz, -dais] n.商品；货物 vt.买卖；推销 vi.经商
348 methods 1 ['meθədz] n.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
349 middle 1 adj.中间的，中部的；中级的，中等的 n.中间，中央；腰部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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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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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es 1 [mailz] n.迈尔斯（男子名）
352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353 mor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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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以)莫雷

mortar 1 n.迫击炮；臼，研钵；灰浆 vt.用灰泥涂抹，用灰泥结合
355 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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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法、芬、捷、英)莫斯特

mozilla 1 [mə'ʊɪlə] n. 火狐浏览器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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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nation 1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359 navigator 1 ['nævigeitə] n.航海家；领航员；驾驶员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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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neighbors 1 ['neɪbɔːz] n. 邻居 名词neighbor的复数形式. =neighbours.
362 netscape 3 n. 美国网景公司(以开发Internet浏览器闻名)
363 never 4 ['nevə] adv.从未；决不
364 new 1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365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366 north 1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367 not 4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368 now 2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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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 Numbers 1 n.民数记（旧约圣经的第四卷） n.Numbers表格
371 occurring 1 [ə'kə:riŋ] n.事件；事故；事变
372 odd 1 [ɔd] adj.奇数的；古怪的；剩余的；临时的；零散的 n.奇数；怪人；奇特的事物 n.(Odd)人名；(英、西、挪、瑞典)奥德
373 of 3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74 off 1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375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376 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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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on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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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 online 12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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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op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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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 opportunities 1 [ˌɒpə'tjuːnɪtɪs] npl. opportunity的复数形式，机会，时机
382 optimized 1 ['ɒptɪmaɪzd] adj. 最佳化的；优化的 动词optim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383 o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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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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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 orders 1 英 ['ɔːdə(r)] 美 ['ɔːrdər] n. 顺序；条理；订单；命令；秩序；阶层；[生]目；点的东西 v. 命令；定购；调整；整理；点餐；
377

预定，订货

organize 1 ['ɔ:gənaiz] vt.组织；使有系统化；给予生机；组织成立工会等 vi.组织起来；成立组织
387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388 ou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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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

灭；驱逐

outcome 1 ['autkʌm] n.结果，结局；成果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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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

西、土)奥韦尔

overthrow 1 [,əuvə'θrəu, 'əuvəθrəu] n.推翻；倾覆；瓦解 vt.推翻；打倒；倾覆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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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 pallets 1 n. 货盘；简陋的小床；盾上纹章的垂直条纹；踏板（pallet的复数）
394 pandemic 2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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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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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ially 1 ['pa:ʃəli] adv.部分地；偏袒地
397 passersby 1 ['pæsəz,bai] n.过路人；经过者（passerby的复数）
398 past 2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399 payment 1 ['peimənt] n.付款，支付；报酬，报答；偿还；惩罚，报应
400 people 5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401 percen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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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 perish 1 ['periʃ] vt.使麻木；毁坏 vi.死亡；毁灭；腐烂；枯萎
403 pH 2 [,pi: 'eitʃ] abbr.酸碱度符号（描述氢离子活度的）
404 phone 1 [fəun] n.电话；耳机，听筒 vt.打电话 vi.打电话 n.(Phone)人名；(老、缅)蓬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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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pictures 1 ['pɪktʃəz] n.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
407 plans 1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408 play 1 [plei] vt.游戏；扮演；演奏；播放；同…比赛 vi.演奏；玩耍；上演；参加比赛 n.游戏；比赛；剧本 n.(Play)人名；(法、瑞
396

典)普莱

policy 2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410 political 1 [pə'litikəl] adj.政治的；党派的
411 portion 1 ['pɔ:ʃən, 'pəu-] n.部分；一份；命运 vt.分配；给…嫁妆
412 posing 1 ['pəʊzɪŋ] n. 摆架式 名词pose的现在分词形式.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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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 potentially 1 [pə'tenʃəli] adv.可能地，潜在地
415 pounds 1 [paʊnd] n. 磅；英镑 n. （汽车）扣押所；宠物收留所 vt. 捣碎；敲打；连续猛击 vi. 咚咚地走；怦怦地响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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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

以操纵权力的 n.(Power)人名；(英、葡)鲍尔

predictions 1 [prɪ'dɪkʃnz] 预言
418 present 1 ['prezənt, pri'zent] vt.提出；介绍；呈现；赠送 vi.举枪瞄准 adj.现在的；出席的 n.现在；礼物；瞄准
419 presidential 1 [,prezi'denʃəl] adj.总统的；首长的；统辖的
420 pressuring 1 v.（美）对…施加压力（pressure的ing形式）
421 prevent 1 [pri'vent, pri:-] vt.预防，防止；阻止 vi.妨碍，阻止
422 previous 2 ['pri:vjəs] adj.以前的；早先的；过早的 adv.在先；在…以前
423 previously 1 ['pri:vju:sli] adv.以前；预先；仓促地
424 price 1 [prais] n.价格；价值；代价 vt.给……定价；问……的价格 n.(Price)人名；(英)普赖斯；(法)普里斯；(葡、瑞典)普里塞
425 privat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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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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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 problem 4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428 proces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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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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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 product 6 ['prɔdəkt, -ʌkt] n.产品；结果；[数]乘积；作品
431 products 4 [p'rɒdʌkts] n.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
432 profit 1 ['prɔfit] n.利润；利益 vi.获利；有益 vt.有益于 n.(Profit)人名；(法)普罗菲
433 proposition 1 [,prɔpə'ziʃən] n.[数]命题；提议；主题；议题 vt.向…提议；向…求欢
434 protecting 1 [prə'tektiŋ] adj.保护的；防护的 v.保护；防护（protect的ing形式）
435 puns 1 [pʌn] n. 双关语 vt. 说双关语
436 purchase 2 ['pə:tʃəs] n.购买；紧握；起重装置 vt.购买；赢得 vi.购买东西
437 purchases 2 ['pɜːtʃəsɪz] n. 购买；购买的物品 vt. 购买；通过努力而获得
438 purchasing 1 n.[贸易]采购（purchase的ing形式）；购买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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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shed 1 [puʃt] adj.处于窘境的；为难的；推挤现象的 v.推；挤；逼迫（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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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

(泰、缅)布

quality 1 n.质量，[统计]品质；特性；才能 adj.优质的；高品质的；<英俚>棒极了
442 questions 1 ['kwestʃənz] n. 问题，疑问，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
443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444 quite 1 [kwait] adv.很；相当；完全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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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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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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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 reagin 1 [ri:'eidʒin, -gin, 'ri:ədʒin] n.[免疫]反应素；反应抗体
449 re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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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

尔

reality 2 [ri'æləti, ri:-] n.现实；实际；真实
451 really 4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452 reasons 1 ['riːzənz] n.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
453 receive 1 [ri'si:v] vt.收到；接待；接纳 vi.接收
454 recent 2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455 record 1 [ri'kɔ:d, 'rekɔ:d] vt.记录，记载；标明；将...录音 vi.记录；录音 n.档案，履历；唱片；最高纪录 adj.创纪录的 n.(Record)人
450

名；(法)勒科尔；(英)雷科德

reduce 2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457 reform 1 [ri'fɔ:m] n.改革，改良；改正 vt.改革，革新；重新组成 vi.重组；改过 adj.改革的；改革教会的
458 reforms 1 英 [rɪ'fɔːm] 美 [rɪ'fɔːrm] n. 改革；改良 v. 改革；革新；改造
459 refunding 1 [riː'fʌndɪŋ] 借新债还旧债,再融资,债务延展,发行新债券取代旧债券
460 relations 1 [ri'leʃənz] n.关系；交往；事务
461 remind 1 [ri'maind] vt.提醒；使想起
462 repairing 1 [ri'peəriŋ] v.修复（repair的ing形式）；修理
463 reports 1 英 [rɪ'pɔːt] 美 [rɪ'pɔːrt] n. 报告；传闻；成绩单；爆炸声 v. 报告；报导；叙述；举报；报到；对…负责
464 require 1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465 resell 1 [,ri:'sel] vt.转售；转卖；再卖
466 resellers 2 n. 经销商；代理商（reseller的复数）
467 resold 2 [ˌriː'səʊld] v. 再卖
468 resources 1 [rɪ'sɔːsɪz] n. 资源；才智；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
469 respect 1 [ri'spekt] n.尊敬，尊重；方面；敬意 vt.尊敬，尊重；遵守
470 retailer 1 ['ri:teilə] n.零售商；传播的人
471 retailers 8 ['riːteɪləz] 零售商
472 return 10 [ri'tə:n] vt.返回；报答 vi.返回；报答 n.返回；归还；回球 adj.报答的；回程的；返回的
473 returned 1 [ri'tə:nd] adj.回国的；归来的；被送回的
474 returning 3 v.归还，[计]返回，回复（return的ing形式） n.回归
475 returns 15 [rɪ'tɜːnz] n. 报告；统计表；研究成果 名词return的复数形式.
476 revolution 1 [,revə'lu:ʃən] n.革命；旋转；运行；循环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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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

人名；(英)赖特

rights 1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479 rise 1 [raiz, rais] vi.上升；增强；起立；高耸 vt.使…飞起；使…浮上水面 n.上升；高地；增加；出现
480 risky 1 ['riski] adj.危险的；冒险的；（作品等）有伤风化的
481 Robert 1 ['rɔbət] n.罗伯特（男子名）
482 role 1 [rəul] n.角色；任务 n.(Role)人名；(意、塞、赤几)罗莱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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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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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英)拉什

safari 1 n.旅行；狩猎远征；旅行队 n.（Safari）Safari浏览器 n.（Safari）人名；(伊朗、阿富)萨法里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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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 sale 1 [seil] n.销售；出售；拍卖；销售额；廉价出售 n.(Sale)人名；(意、塞、瑞典)萨莱；(英、萨摩)塞尔；(法)萨尔
487 sales 1 [seilz] adj.销售的，售货的；有关销售的 n.销售（sale的复数）；销售额 n.(Sales)人名；(意、西、葡)萨莱斯；(法)萨勒；
484

(英)塞尔斯

says 3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489 schools 1 [s'kuːlz] n. 学校；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
490 science 1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491 score 1 [skɔ:] n.分数；二十；配乐；刻痕 vt.获得；评价；划线，刻划；把…记下 vi.得分；记分；刻痕 n.(Score)人名；(英)斯科
488

尔

sculpting 1 [skʌlpt] v. 雕刻 n. 雕刻；雕塑；雕刻品；雕塑品
493 sculpture 1 ['skʌlptʃə] n.雕塑；雕刻；刻蚀 vt.雕塑；雕刻；刻蚀 vi.从事雕刻
494 sculptures 1 英 ['skʌlptʃə(r)] 美 ['skʌlptʃər] n. 雕塑；雕刻 v. 雕刻；雕塑；刻蚀；当雕刻师
495 season 1 ['si:zən] n.时期；季节；赛季 vt.给…调味；使适应 vi.变得成熟；变干燥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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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

(Second)人名；(法)塞孔

secure 1 [si'kjuə] adj.安全的；无虑的；有把握的；稳当的 vt.保护；弄到；招致；缚住 vi.获得安全；船抛锚；停止工作
498 self 1 [self] n.自己，自我；本质；私心 adj.同一的 vt.使自花授精；使近亲繁殖 vi.自花授精 n.(Self)人名；(英)塞尔夫
499 sell 1 [sel] vt.销售；推销；出卖；欺骗 vi.卖；出售；受欢迎；有销路 n.销售；失望；推销术 n.(Sell)人名；(德)泽尔；(英、芬、
497

瑞典)塞尔

selling 1 ['seliŋ] n.销售；出售 v.出售（sell的现在分词形式） n.(Selling)人名；(英、德、瑞典)塞林
501 sensitive 1 adj.敏感的；感觉的；[仪]灵敏的；感光的；易受伤害的；易受影响的 n.敏感的人；有灵异能力的人
502 sent 1 [sent] v.送，寄出（send的过去分词） n.(Sent)人名；(德)森特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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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 sev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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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 ship 1 [ʃip] vt.运送，乘船；以船运送 vi.上船；乘船旅行；当船员 n.船；舰；太空船 n.(Ship)人名；(中)摄(广东话·威妥玛)
506 shoes 1 ['ʃuːz] n. 鞋子 名词shoe的复数形式.
507 shop 1 [ʃɔp] n.商店；店铺 vt.购物 vi.购物；买东西
508 shopping 6 ['ʃɔpiŋ] n.购物，买东西 v.购物（shop的ing形式）
509 shot 1 n.发射；炮弹；射手；镜头 adj.用尽的；破旧的；杂色的，闪光的 v.射击（sho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10 shout 1 [ʃaut] vi.呼喊；喊叫；大声说 vt.呼喊；大声说 n.呼喊；呼叫
511 significant 2 [sig'nifikənt] adj.重大的；有效的；有意义的；值得注意的；意味深长的 n.象征；有意义的事物
512 size 1 [saiz] n.大小；尺寸 adj.一定尺寸的 vt.依大小排列 vi.可比拟
513 sizing 1 ['saiziŋ] n.胶料；涂料；涂上胶水 v.制定…的标准（size的ing形式）
514 slowly 1 ['sləuli] adv.缓慢地，慢慢地
515 snapping 1 ['snæpɪŋ] adv. 显著地；非常地；强烈地 adj. 发出啪啦声的；闪光的；急躁的 动词snap的现在分词形式.
516 sno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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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 s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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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 sockets 1 英 ['sɒkɪt] 美 ['sɑːkɪt] n. 插座；插口；窝；穴孔；套接口，套接字 vt. 装上或插入插座
519 soil 1 [sɔil] n.土地；土壤；国家；粪便；务农；温床 vt.弄脏；污辱 vi.变脏
520 solution 2 [sə'lju:ʃən] n.解决方案；溶液；溶解；解答
521 solve 1 [sɔlv, sɔ:lv] vt.解决；解答；溶解 vi.作解答
522 so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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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稍微

someone 1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524 something 2 ['sʌmθiŋ] pron.某事；某物 n.重要的人；值得重视的事 adv.非常；有点；大约 adj.大约；有点象
525 somewhere 1 ['sʌmhwεə] adv.在某处；到某处 n.某个地方
526 sort 2 [sɔ:t] n.种类；方式；品质 vi.分类；协调；交往 vt.将…分类；将…排序；挑选出某物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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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ed 1 英 ['saʊə(r)] 美 ['saʊər] adj. 酸的；酸腐的；刻薄的 v. 变酸
528 soviet 3 ['sauviət, 'sɔ-] adj.苏联的；苏维埃的；委员会的 n.苏维埃（代表会议）；委员会；代表会议
529 space 1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530 specify 1 ['spesəfai, -si-] vt.指定；详细说明；列举；把…列入说明书
531 ssl 2 abbr. 加密套接字协议层(=Security Socket Layer)
532 staggering 1 adj.惊人的，令人震惊的
533 standard 1 ['stændəd] n.标准；水准；旗；度量衡标准 adj.标准的；合规格的；公认为优秀的 n.(Standard)人名；(英)斯坦达德；
527

(德)施坦达德
534

1 ['stεəriŋ] adj.凝视的，目不转睛的；瞪着眼的；显眼的 v.凝视；盯着看；显眼（stare的ing形式） n.(Staring)人名；(英、
瑞典)斯塔林

staring

start 1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536 started 1 [s'tɑːt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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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 stay 1 [stei] vi.停留；坚持；暂住；停下 vt.坚持；暂住；抑制 n.逗留；停止；支柱
539 sti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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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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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pped 1 [stɔpt] v.停止；停下来（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停止的；停顿的
541 stopping 3 ['stɔpiŋ] n.停止；制止；填塞物 v.停止；妨碍（stop的ing形式）
542 store 5 [stɔ:] n.商店；储备，贮藏；仓库 vt.贮藏，储存 n.(Store)人名；(德)施托雷
543 stores 1 [s'tɔːz]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
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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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 students 1 [st'juːdnts] 学生
546 stuf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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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 such 2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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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 surprise 1 [sə'praiz] n.惊奇，诧异；突然袭击 vt.使惊奇；奇袭 adj.令人惊讶的
550 surprised 1 [sə'praizd] adj.感到惊讶的，出人意料的 v.使惊奇（surprise的过去分词形式）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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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 tells 1 [tel] v. 告诉；吩咐；讲述；表达；辨别；判断；泄露；告发；产生效果
553 tha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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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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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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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 the 8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556 thei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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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 them 5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558 then 2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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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 these 6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561 they 6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562 things 2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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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4 this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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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 those 4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566 though 2 [ðəu] adv.可是，虽然；不过；然而 conj.虽然；尽管 prep.但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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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

名；(俄)季梅；(英)泰姆；(罗)蒂梅

tires 1 ['taɪəz] n. 轮胎 tire的复数形式.
569 to 48 [强 tu:, 弱 tu, 辅音前弱tə, t] adv.向前；（门等）关上 prep.到；向；（表示时间、方向）朝…方向 n.(To)人名；(柬)多；(中)脱
568

(普通话·威妥玛)
570

ton

1 [tʌn, tuŋ] n.吨；很多，大量 n.(Ton)人名；(西、俄、捷、荷)托恩；(柬)敦；(东南亚国家华语)通；(朝)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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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572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573 tools 1 [tuːl] n. 工具，用具（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器具
574 total 1 ['təutəl] adj.全部的；完全的；整个的 vt.总数达 vi.合计 n.总数，合计 n.(Total)人名；(法、德)托塔尔
575 tourism 1 ['tuərizəm] n.旅游业；游览
576 tourists 1 ['tuərɪsts] n. 旅游者，旅行者，观光客（名词tourist的复数形式）
577 trade 1 [treid] n.贸易，交易；行业；职业 vi.交易，买卖；以物易物 vt.用…进行交换
578 tradition 1 [trə'diʃən] n.惯例，传统；传说
579 traditionally 1 [trə'diʃənəli] adv.传统上；习惯上；传说上
580 transcript 1 ['trænskript, 'trænz-, 'trɑ:n-] n.成绩单；抄本，副本；文字记录
581 traveling 1 ['trævəliŋ] adj.旅行（用）的；移动的 v.旅行（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 n.走步（等于walking）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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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3 trivia 1 ['triviə] n.琐事
584 trum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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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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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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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 turbulent 1 adj.骚乱的，混乱的；狂暴的；吵闹的；激流的，湍流的
588 turns 1 ['tɜːnz] n. 转向 名词turn的复数形式.
589 typically 1 ['tipikəli] adv.代表性地；作为特色地
590 understand 1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591 unidentified 29 adj.未经确认的；未辨别出的，身份不明的
592 union 2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593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594 unwanted 1 [,ʌn'wɔntid] adj.不需要的；有害的；讨厌的；空闲的
595 u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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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6 updated 1 [ʌp'deɪtɪd] adj. 更新的；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97 u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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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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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 versus 1 ['və:səs] prep.对；与...相对；对抗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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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 video 2 ['vidiəu] n.[电子]视频；录像，录像机；电视 adj.视频的；录像的；电视的 v.录制
602 viewers 1 ['vjuːəz] n. 观看者；观察者 名词viewer的复数形式.
603 virus 2 ['vaiərəs] n.[病毒]病毒；恶毒；毒害 n.(Virus)人名；(西)比鲁斯
604 wal 2 ['wəl] Lightship 灯标船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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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 wa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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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 warehouse 1 ['wεəhaus, 'wεəhauz, -haus] n.仓库；货栈；大商店 vt.储入仓库；以他人名义购进（股票）
608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609 wasn 2 abbr. 无线、随意及感测网路研讨会（Workshop on Wireless 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
610 was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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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

的；荒芜的

wasteful 1 ['weistful] adj.浪费的，不经济的；奢侈的
612 watching 2 ['wɔtʃiŋ] vt.观看，守望；监视，注意（watch现在分词）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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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 ways 1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615 w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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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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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 Wednesday 1 ['wenzdi; -dei] n.星期三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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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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 we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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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

韦尔

went 1 [went] v.去，过去（go的过去式） n.(Went)人名；(德、匈、荷)文特；(英)温特
621 were 3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622 wh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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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 whe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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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where 4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625 whether 1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626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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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 who 1 pron.谁；什么人
629 why 4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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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1 Wilmington 1 ['wilmiŋtən] n.威明顿市（美国城市）
632 with 8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633 wor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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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workers 3 ['wɜːkəz] n.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
635 work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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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

(Working)人名；(英)沃金

worldwide 2 ['wə:ld,waid] adj.全世界的 adv.在世界各地
637 worth 1 [wə:θ] adj.值…的 n.价值；财产 n.(Worth)人名；(英)沃思；(德)沃特
638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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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6

人名；(英)朗

year 4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641 years 6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642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643 you 1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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