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n10 2021-04-13 词频表
the 98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4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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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1

通话·威妥玛)

and 33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5 it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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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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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in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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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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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ce 24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8 unidentified 24 adj.未经确认的；未辨别出的，身份不明的
9 male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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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that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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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was 19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2 shuttle 18 ['ʃʌtl] n.航天飞机；穿梭；梭子；穿梭班机、公共汽车等 vt.使穿梭般来回移动；短程穿梭般运送 vi.穿梭往返
13 O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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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for 1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5 president 14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16 this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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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day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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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土)达伊
18

firs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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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 12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20 you 12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1 bu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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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w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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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n 9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4 be 9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5 days 9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26 new 9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27 ha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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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program 8 ['prəugræm, -grəm] n.程序；计划；大纲 vt.用程序指令；为…制订计划；为…安排节目 vi.编程序；安排节目；设计电脑
19

程式

a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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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cnn 7 [ˌsiːen'en] abbr. 美国有线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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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33 office 7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34 wh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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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wil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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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with 7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7 all 6 [ɔ:l] adj.全部的 adv.全然地；越发 n.全部 pron.全部 n.(All)人名；(瑞典)阿尔；(英)奥尔
38 by 6 prep.通过；被；依据；经由；在附近；在……之前 adv.通过；经过；附近；[互联网]白俄罗斯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
39 jus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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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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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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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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were 6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42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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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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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back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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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5 ['kæməl] n.[畜牧][脊椎]骆驼；打捞浮筒；工作作风官僚 adj.驼色的；暗棕色的 vi.工作刻板平庸 n.(Camel)人名；(法)卡梅
尔；(阿拉伯)卡迈勒

camel

Carl 5 [kɑ:l] n.卡尔（男名）
46 congress 5 ['kɔŋgres, kən'gres] n.国会；代表大会；会议；社交
47 g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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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gone现在分词going）

int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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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over 5 ['əuvə] adv.结束；越过；从头到尾 prep.越过；在…之上；遍于…之上 adj.结束的；上面的 vt.越过 n.(Over)人名；(俄、西、
48

土)奥韦尔
50

par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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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lly 5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52 se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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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signe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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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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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traffic 5 ['træfik] n.交通；运输；贸易；[通信]通信量 vt.用…作交换；在…通行 vi.交易，买卖
56 been 4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57 biden 4 n. 拜登(姓氏)
58 camels 4 ['kæməlz] n. 骆驼（名词camel的复数形式）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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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的）食品罐头
60

clip 4 n.（塑料或金属的）夹子；回纹针；修剪；剪报 vt.剪；剪掉；缩短；给…剪毛（或发）用别针别在某物上，用夹子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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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ring 4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62 FDR 4 abbr. 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 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63 get 4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64 hav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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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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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inaudible 4 [in'ɔ:dəbl] adj.听不见的；不可闻的
67 law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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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英、缅、柬)劳

nasa 4 ['næsə; 'nei-] abbr.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 n.(Nasa)人名；(塞)纳莎
69 not 4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70 system 4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71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72 ti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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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名；(俄)季梅；(英)泰姆；(罗)蒂梅

u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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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video 4 ['vidiəu] n.[电子]视频；录像，录像机；电视 adj.视频的；录像的；电视的 v.录制
75 accomplish 3 [ə'kʌmpliʃ, ə'kɔm-] vt.完成；实现；达到
76 administration 3 [əd,mini'streiʃən] n.管理；行政；实施；行政机构
77 after 3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78 April 3 ['eiprəl] n.四月
79 begin 3 [bɪˈ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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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bia 3 [kə'lʌmbiə] n.哥伦比亚
81 democratic 3 [,demə'krætik,-kəl] adj.民主的；民主政治的；大众的
82 do 3 n.要求；规定；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做；干；学习；研究；进行；完成；解答；整理；算出；引起；行过 aux.助动词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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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rt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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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nd 3 [end] n.结束；目标；尽头；末端；死亡 vi.结束，终止；终结 vt.结束，终止；终结 n.(End)人名；(英、德)恩德
85 enough 3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86 goal 3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87 has 3 v.有，吃，得到，从事，允许，雇用，享有（have的第三人称单数）；（亲属关系中）接受；拿；买到
88 history 3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89 how 3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90 if 3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91 important 3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92 incredible 3 adj.难以置信的，惊人的；极好的
93 incredibly 3 [in'kredəbli] adv.难以置信地；非常地
94 launched 3 [lɔː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95 leader 3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96 lot 3 n.份额；许多；命运；阄 adv.（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很，非常；（与动词连用）非常 pron.大量，许多 vt.分组，把…划分
83

（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many 3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98 may 3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99 milestone 3 ['mailstəun] n.里程碑，划时代的事件 n.(Milestone)人名；(英)迈尔斯通
100 milli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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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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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order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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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预定，订货
103

out

3 [aut] adv.出现；在外；出局；出声地；不流行地 adj.外面的；出局的；下台的 n.出局 prep.向；离去 vi.出来；暴露 vt.使熄
灭；驱逐

people 3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05 presidents 3 [p'rezɪdənts] n. 总统
106 rocket 3 ['rɔkit] vi.飞驰，飞快地移动；迅速增加 n.火箭 vt.用火箭运载
107 sai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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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拉伯)赛义德

signa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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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since 3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110 station 3 n.车站；驻地；地位；身份 vt.配置；安置；驻扎
111 then 3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112 these 3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113 three 3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114 took 3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115 vehicle 3 ['viːɪk(ə)l] n.[车辆]车辆；工具；交通工具；运载工具；传播媒介；媒介物
116 who 3 pron.谁；什么人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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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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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animals 2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120 anniversary 2 [,æni'və:səri] n.周年纪念日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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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Apollo 2 [ə'pɔləu] n.阿波罗（太阳神）；美男子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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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emis 2 ['ɑ:timis] n.阿耳特弥斯（月亮与狩猎的女神）
124 Barack 2 n.贝拉克
125 before 2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126 b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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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bills 2 [bɪls] n. 账单；纸钞；汇票；法案 名词bill的复数形式.
128 building 2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129 built 2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130 capable 2 ['keipəbl] adj.能干的，能胜任的；有才华的
131 certainly 2 ['sə:tənli] adv.当然；行（用于回答）；必定
132 challenger 2 ['tʃælindʒə] n.挑战者 n.(Challenger)人名；(英)查林杰
133 contributor 2 [kən'tribjutə] n.贡献者；投稿者；捐助者
134 coronavirus 2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135 could 2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136 decade 2 ['dekeid] n.十年，十年期；十
137 design 2 [di'zain] vt.设计；计划；构思 n.设计；图案 vi.设计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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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done 2 adj.已完成的；做好了的；煮熟的；合乎礼仪的；合乎规矩 int.表示接受建议 v.做（do的过去分词） n.（西、罗）多内
123

（人名）；（英）多恩（人名）

estimated 2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141 et 2 [i:ti:] conj.（拉丁语）和（等于and）
142 executive 2 adj.行政的；经营的；执行的，经营管理的 n.总经理；执行委员会；执行者；经理主管人员
143 final 2 ['fainl] adj.最终的；决定性的；不可更改的 n.决赛；期末考试；当日报纸的末版
144 former 2 ['fɔ:mə] adj.从前的，前者的；前任的 n.模型，样板；起形成作用的人 n.(Former)人名；(法)福尔梅；(德、捷)福尔默
145 George 2 [dʒɔ:dʒ] n.乔治（男子名）；自动操纵装置；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
146 giant 2 ['dʒaiənt] n.巨人；伟人；[动]巨大的动物 adj.巨大的；巨人般的
147 go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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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Going)人名；(英)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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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Henderson 2 ['hendəsn] n.亨德森（姓氏）
150 hopes 2 英 [həʊps] 美 [hoʊps] n.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
151 house 2 [haus, hauz] n.住宅；家庭；机构；议会；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覆盖；给…房子住；把…储藏在房内 vi.住 n.(House)人
148

名；(英)豪斯

Hubble 2 n.哈勃(姓氏)(天文学)
153 humans 2 ['hjuːmənz] n.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
154 including 2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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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关系的；世界的

ISS 2 n. 工业标准规格
157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58 know 2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159 launch 2 [lɔ:ntʃ, lɑ:ntʃ] vt.发射（导弹、火箭等）；发起，发动；使…下水 vi.开始；下水；起飞 n.发射；发行，投放市场；下
156

水；汽艇
160

ligh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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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 2 [laik] vt.喜欢；想；愿意 vi.喜欢；希望 prep.像；如同 adj.同样的；相似的 n.爱好；同样的人或物 adv.可能 conj.好像
162 ll 2 abbr.陆上通信线（LandLines）；下限（LowerLimit）；低电平（LowLevel）
163 lots 2 [lɔts] n.大量，许多；一堆；命运（lot的复数） adv.很，非常 v.抽签；分组；把（土地）划分成块（lot的三单形式）
164 maj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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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165

making

2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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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d 2 [mɑ:kt] adj.显著的；有记号的 v.表示（mark的过去分词）；作记号；打分数
167 means 2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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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Miles 2 [mailz] n.迈尔斯（男子名）
170 months 2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171 my 2 [mai;弱mi] pron.我的 int.哎呀（表示惊奇等）；喔唷 n.(My)人名；(越)美；(老、柬)米
172 nex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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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Obama 2 n. 巴拉克- 奥巴马(1961-)；美国第44任总统(2009-)
174 off 2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175 orbit 2 ['ɔ:bit] n.轨道；眼眶；势力范围；生活常规 vi.盘旋；绕轨道运行 vt.绕…轨道而行
176 orbiter 2 ['ɔ:bitə] n.人造卫星；盘旋物
177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178 policies 2 英 ['pɒləsi] 美 ['pɑːləsi] n. 政策；方针 n. 保险单
179 predecessor 2 ['pri:disesə, 'pre-] n.前任，前辈
180 rachel 2 ['reitʃəl] n.雷切尔（女子名）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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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reached 2 到达
183 related 2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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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人名；(英)赖特

routine 2 [ru:'ti:n] n.[计]程序；日常工作；例行公事 adj.日常的；例行的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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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塞伊；(匈、罗)绍伊
187

set

2 [set] n.[数]集合；一套；布景；[机]装置 vt.树立；点燃；点缀； vi.(日,月)落沉；凝固；结果 adj.固定的；规定的；固执的
n.(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solid 2 ['sɔlid] adj.固体的；可靠的；立体的；结实的；一致的 n.固体；立方体 n.(Solid)人名；(瑞典)索利德
189 starting 2 ['stɑːtɪŋ] n. 出发；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
190 sto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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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telescope 2 ['teliskəup] vt.压缩；使套叠 vi.套叠；变短 n.望远镜；缩叠式旅行袋
192 the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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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them 2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194 today 2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195 together 2 [tə'geðə] adv.一起；同时；相互；连续地；总共 adj.新潮的；情绪稳定的，做事有效率的
196 too 2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197 track 2 [træk] n.轨道；足迹，踪迹；小道 vt.追踪；通过；循路而行；用纤拉 vi.追踪；走；留下足迹
198 us 2 pron.我们
199 ve 2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200 vehicles 2 ['viːɪklz] n. 交通工具；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
201 view 2 [vju:] n.观察；视野；意见；风景 vt.观察；考虑；查看
202 wasn 2 abbr. 无线、随意及感测网路研讨会（Workshop on Wireless 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
203 wh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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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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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white 2 [hwait] adj.白色的；白种的；纯洁的 n.白色；洁白；白种人
206 why 2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207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08 would 2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209 years 2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210 above 1 [ə'bʌv] prep.超过；在……上面；在……之上 adv.在上面；在上文 adj.上文的 n.上文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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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leration 1 [ək,selə'reiʃən] n.加速，促进；[物]加速度
212 access 1 ['ækses, 'æksəs, æk'ses] vt.使用；存取；接近 n.进入；使用权；通路
213 accidents 1 ['æksɪdənts] 事故
214 accomplishment 1 [ə'kʌmpliʃmənt, ə'kɔm-] n.成就；完成；技艺，技能
215 achievement 1 n.成就；完成；达到；成绩
216 achievements 1 [ət'ʃiːvmənts] n. 成绩 名词achievement的复数形式.
217 act 1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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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ons 1 ['ækʃ(ə)nz] n.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
219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220 actually 1 adv.实际上；事实上
221 address 1 vt.演说；从事；忙于；写姓名地址；向…致辞；与…说话；提出；处理 n.地址；演讲；致辞；说话的技巧；称呼
222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223 agenda 1 n.议程；日常工作事项；日程表
224 aggressive 1 [ə'gresiv] adj.侵略性的；好斗的；有进取心的；有闯劲的
225 aimed 1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226 airplane 1 ['εəplein] n.飞机
227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228 ambitious 1 [æm'biʃəs] adj.野心勃勃的；有雄心的；热望的；炫耀的
229 America 1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230 americans 1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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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3 anyway 1 ['eniwei]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总之
234 applying 1 [ə'plaɪ] vt. 应用；涂；使专心从事 vi. 申请；有关联
235 appreciate 1 [ə'pri:ʃieit] vt.欣赏；感激；领会；鉴别 vi.增值；涨价
236 approach 1 [ə'prəutʃ] n.方法；途径；接近 vt.接近；着手处理 vi.靠近
237 a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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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ask 1 [ɑ:sk, æsk] vt.问，询问；要求；需要；邀请；讨价 vi.问，询问；要求 n.(Ask)人名；(芬、瑞典)阿斯克
239 assembly 1 n.装配；集会，集合 n.汇编，编译
240 astronaut 1 ['æstrənɔ:t] n.宇航员，航天员；太空旅行者
241 Atlantis 1 [ət'læntis] n.亚特兰蒂斯（传说沉没于大西洋的岛屿）
242 authority 1 [ɔ:'θɔrəti] n.权威；权力；当局
243 becoming 1 [bi'kʌmiŋ] adj.合适的，适当的 n.（变化过程的）形成，发生
244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245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246 beyond 1 [bi'jɔnd] prep.超过；越过；那一边；在...较远的一边 adv.在远处；在更远处 n.远处
247 billion 1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248 blackness 1 ['blæknis] n.黑色；阴险
249 blame 1 ['bleim] vt.责备；归咎于 n.责备；责任；过失
250 boosters 1 n. 支持者（booster的复数形式）；拉拉队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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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breathtaking 1 ['breθ,teikiŋ] adj.惊人的；惊险的；令人激动的
253 burns 1 [bə:nz] n.络腮胡子 v.[外科]烧伤（burn的第三人称单数）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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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cam 1 [kæm] n.凸轮 n.(Cam)人名；(英、法、西)卡姆
256 capacity 1 [kə'pæsəti] n.能力；容量；资格，地位；生产力
257 career 1 n.生涯；职业；事业；速度，全速 adj.作为毕生职业的 vi.全速前进，猛冲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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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go 1 ['kɑ:gəu] n.货物，船货 n.(Cargo)人名；(英、西)卡戈
259 challenges 1 ['tʃælɪndʒ] n. 挑战；邀请比赛；盘问；质疑 v. 向 ... 挑战；盘问；质疑
260 changed 1 [tʃeɪndʒd] adj.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61 chest 1 [tʃest] n.胸，胸部；衣柜；箱子；金库
262 chief 1 [tʃi:f] n.首领；酋长；主要部分 adj.首席的；主要的；主任的 adv.主要地；首要地
263 china 1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264 civilian 1 [si'viljən] adj.民用的；百姓的，平民的 n.平民，百姓
265 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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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塞；(英、法)克洛斯

collisions 1 [kə'lɪʒnz] 碰撞
267 commander 1 [kə'mɑ:ndə] n.指挥官；司令官
268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269 companies 1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270 complete 1 [kəm'pli:t] adj.完整的；完全的；彻底的 vt.完成
271 complex 1 ['kɔmpleks] adj.复杂的；合成的 n.复合体；综合设施
272 conference 1 n.会议；讨论；协商；联盟；（正式）讨论会；[工会、工党用语]（每年的）大会 vi.举行或参加（系列）会议
273 confusion 1 [kən'fju:ʒən] n.混淆，混乱；困惑
274 congressional 1 [kən'greʃənəl] adj.国会的；会议的；议会的
275 conservation 1 [,kɔnsə'veiʃən] n.保存，保持；保护
276 continue 1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277 controlled 1 [kən'trəuld] adj.受控制的；受约束的；克制的 v.控制；约束（control的过去式）；指挥
278 copy 1 ['kɔpi] vi.复制；复印；抄袭 vt.复制；复印；抄袭 n.副本；一册；摹仿
279 corporation 1 n.公司；法人（团体）；社团；市政当局
280 corps 1 [kɔ:] n.军团；兵种；兵队；（德国大学的）学生联合会 n.(Corps)人名；(西、德)科尔普斯
281 cost 1 vt.花费；使付出；使花许多钱；估价，估算成本 vi.花费 n.费用，代价，成本；损失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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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乐的

county 1 ['kaunti] n.郡，县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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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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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created 1 [kri'ː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287 creation 1 [kri:'eiʃən] n.创造，创作；创作物，产物
288 crew 1 [kru:] n.队，组；全体人员，全体船员 vi.一起工作 vt.使当船员 n.(Crew)人名；(英、西)克鲁
289 crisis 1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290 critics 1 [k'rɪtɪks] 评论家们
291 cut 1 [kʌt] n.伤口；切口；削减；（服装等的）式样；削球；切入 vt.[机]切割；削减；缩短；刺痛 vi.[机]切割；相交；切牌；停
283

拍；不出席 adj.割下的；雕过的；缩减的

dangerous 1 ['deindʒərəs] adj.危险的 危险地
293 dates 1 [deɪt] n. 日期；年代；会晤时间；约会；约会对象；枣椰树；枣子 v. 给 ... 标明日期；确定年代；过时；显老；和 ... 约
292

会；追溯到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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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迪尔

deal

debate 1 [di'beit] vt.辩论，争论，讨论 vi.辩论，争论，讨论 n.辩论；辩论会
296 Delano 1 [də'leinən] n.德拉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抵蕾诺牌手表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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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delivery 1 [di'livəri] n.[贸易]交付；分娩；递送
299 demo 1 ['deməu] n.演示；样本唱片；示威；民主党员 n.(Demo)人名；(意、阿尔巴)德莫
300 deposit 1 n.存款；押金；订金；保证金；沉淀物 vt.使沉积；存放 vi.沉淀
301 depression 1 n.沮丧；忧愁；抑郁症；洼地；不景气；低气压区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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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 1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303 despite 1 [di'spait] prep.尽管，不管 n.轻视；憎恨；侮辱
304 develop 1 [di'veləp] vt.开发；进步；使成长；使显影 vi.发育；生长；进化；显露
305 directives 1 法规
306 discovery 1 [dis'kʌvəri] n.发现，发觉；被发现的事物
307 donald 1 ['dɔnəld] n.唐纳德（男子名）
308 dose 1 [dəus] n.剂量；一剂，一服 vi.服药 vt.给药；给…服药 n.(Dose)人名；(德)多泽；(意、西、葡、塞)多塞；(英)多斯
309 doses 1 英 [dəʊs] 美 [doʊs] n. 剂量；一剂；一服 vt. 给 ... 服药
310 dozens 1 ['dʌznz] n. 几十；许多
311 dragon 1 ['drægən] n.龙；凶暴的人，凶恶的人；严厉而有警觉性的女人 n.(Dragon)人名；(匈)德劳贡；(英、法、芬、罗、匈)德
302

拉贡

dromedary 1 ['drɔmədəri] n.单峰骆驼
313 eager 1 ['i:gə] adj.渴望的；热切的；热心的 n.(Eager)人名；(英)伊格
314 ease 1 [i:z] vt.减轻，缓和；使安心 n.轻松，舒适；安逸，悠闲 vi.减轻，缓和；放松；灵活地移动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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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economic 1 [,i:kə'nɔmik] adj.经济的，经济上的；经济学的
317 edge 1 [edʒ] n.边缘；优势；刀刃；锋利 vt.使锐利；将…开刃；给…加上边 vi.缓缓移动；侧着移动 n.(Edge)人名；(英)埃奇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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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便哪一个；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

elected 1 v.（进行）选举(el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推举； 选择；决定（做某事）
320 elision 1 [i'liʒən] n.元音省略
321 emergency 1 [i'mə:dʒənsi] n.紧急情况；突发事件；非常时刻 adj.紧急的；备用的
322 emotion 1 [i'məuʃən] n.情感；情绪
323 endeavor 1 [in'devə] n.努力；尽力（等于endeavour） vi.努力；尽力（等于endeavour） vt.努力；尽力（等于endeavour）
324 endless 1 ['endlis] adj.无止境的；连续的；环状的；漫无目的的
325 engineering 1 [,endʒi'niəriŋ] n.工程，工程学 v.设计；管理（engineer的ing形式）；建造
326 engines 1 ['endʒɪn] n. 发动机；引擎；机车；火车头 vt. 给 ... 装引擎
327 entire 1 [in'taiə] adj.全部的，整个的；全体的 n.(Entire)人名；(英)恩泰尔
328 entry 1 ['entri] n.进入；入口；条目；登记；报关手续；对土地的侵占
329 era 1 ['iərə, 'εərə] n.时代；年代；纪元 n.(Era)人名；(意、芬、印)埃拉
330 escape 1 vt.逃避，避开，避免；被忘掉；被忽视 vi.逃脱；避开；溜走；（气体，液体等）漏出；（未受伤或只受了一点伤害
319

而）逃脱；声音（不自觉地）由…发出 n.逃跑；逃亡；逃走；逃跑工具或方法；野生种；泄漏

eve 1 n.夏娃；前夕；傍晚；重大事件关头
332 ev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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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等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eventually 1 [i'ventʃuəli] adv.最后，终于
334 everyone 1 ['evriwʌn] pron.每个人；人人 n.每个人
335 evolutionary 1 [,i:və'lu:ʃənəri] adj.进化的；发展的；渐进的
336 exactly 1 [ig'zæktli] adv.恰好地；正是；精确地；正确地
337 experts 1 英 ['ekspɜːt] 美 ['ekspɜːr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338 exploration 1 [,eksplɔ:'reiʃən] n.探测；探究；踏勘
339 exploring 1 [ɪks'plɔːrɪŋ] n. 探索；探测 动词explore的现在分词形式.
340 external 1 [ik'stə:nəl] adj.外部的；表面的；[药]外用的；外国的；外面的 n.外部；外观；外面
341 extremely 1 [ik'stri:mli] adv.非常，极其；极端地
342 faced 1 [feist] adj.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有…表面的 v.面对（face的过去分词）
343 facility 1 [fə'siliti] n.设施；设备；容易；灵巧
344 famously 1 ['feiməsli] adv.著名地；极好地
345 fast 1 [fɑ:st, fæst] adj.快速的，迅速的；紧的，稳固的 adv.迅速地；紧紧地；彻底地 vi.禁食，斋戒 n.斋戒；绝食 n.(Fast)人名；
333

(德、英、俄、芬、捷、瑞典)法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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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al 1 ['feitl] adj.致命的；重大的；毁灭性的；命中注定的 n.(Fatal)人名；(葡、芬)法塔尔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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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Federal)人名；(英)费德勒尔

female 1 ['fi:meil] adj.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n.女人；[动]雌性动物
349 few 1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350 financial 1 [fai'nænʃəl] adj.金融的；财政的，财务的
351 fi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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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fleet 1 [fli:t] adj.快速的，敏捷的 n.舰队；港湾；小河 vi.飞逝；疾驰；掠过 vt.消磨 n.(Fleet)人名；(英)弗利特
353 flew 1 [flu:] v.飞，飞翔（fly的过去式） n.(Flew)人名；(英)弗卢
354 flight 1 [flait] n.飞行；班机；逃走 vt.射击；使惊飞 vi.迁徙 n.(Flight)人名；(英)弗莱特
355 followed 1 ['fɒləʊd] n. 跟随的；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356 forget 1 [fə'gɛt] vt.忘记；忽略 vi.忘记 n.(Forget)人名；(法)福尔热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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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forth 1 [fɔ:θ] adv.向前，向外；自…以后 n.(Forth)人名；(德)福特；(英)福思
359 foundation 1 [faun'deiʃən] n.基础；地基；基金会；根据；创立
360 Franklin 1 ['fræŋklin] n.富兰克林（男子名）；富兰克林（加拿大西北地区的北部分区）
361 frees 1 [f'riːz] v. 解放
362 fuel 1 ['fjuəl] vi.得到燃料 vt.供以燃料，加燃料 n.燃料；刺激因素
363 fun 1 [fʌn] n.乐趣；玩笑；有趣的人或事 adj.供娱乐用的 vi.开玩笑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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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 gate 1 [geit] n.大门；出入口；门道 vt.给…装大门 n.(Gate)人名；(英)盖特；(法、瑞典)加特
366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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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 glimpse 1 [glimps] n.一瞥，一看 vi.瞥见 vt.瞥见
369 goals 1 ['ɡəʊlz] n. 目标 名词goal的复数形式.
370 godspeed 1 ['gɔd'spi:d] n.祝成功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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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 governing 1 ['gʌvəniŋ] adj.有统治、控制或治理权力的 v.统治（govern的ing形式）；支配
373 gravity 1 ['græviti] n.重力，地心引力；严重性；庄严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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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 greatest 1 ['greɪtɪst] adj. 最大的 形容词great的最高级.
376 green 1 [gri:n] adj.绿色的；青春的 n.绿色；青春 vt.使…变绿色 vi.变绿色 n.(Green)人名；(英、意)格林；(瑞典、芬)格伦
377 ground 1 n.地面；土地；范围；战场;根据 vt.使接触地面；打基础；使搁浅 vi.着陆；搁浅 adj.土地的；地面上的；磨碎的；磨
358

过的 v.研磨（grind的过去分词）；压迫

groundbreaking 1 ['graund,breikiŋ] adj.开创性的 n.动工
379 gs 1 abbr.（美国联邦政府职员）总表（GeneralSchedule）
380 hand 1 [hænd] n.手，手艺；帮助；指针；插手 vt.传递，交给；支持；搀扶 n.(Hand)人名；(英、瑞典)汉德
381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382 happened 1 ['hæpəned] adj.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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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

(德、捷)黑尔德；(罗、匈、塞)海尔德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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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p

heritage 1 ['heritidʒ] n.遗产；传统；继承物；继承权 n.(Heritage)人名；(英)赫里蒂奇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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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

名；(英)海伊

highlight 1 ['hailait] vt.突出；强调；使显著；加亮 n.最精彩的部分；最重要的事情；加亮区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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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 historically 1 [his'tɔrikəli] adv.历史上地；从历史观点上说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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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ors 1 ['ɒnəz] n. 礼遇；优异成绩 名词honor的复数形式.
391 hoof 1 [hu:f] vi.步行；踢；跳舞 vt.用蹄踢；步行 n.蹄；人的脚
392 hospital 1 ['hɔspitəl] n.医院 n.(Hospital)人名；(英)霍斯皮特尔
393 hour 1 ['auə] n.小时；钟头；课时；…点钟 n.(Hour)人名；(法)乌尔；(柬)胡
394 huge 1 [hju:dʒ] adj.巨大的；庞大的；无限的 n.(Huge)人名；(英)休奇
395 human 1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396 hundred 1 ['hʌndrəd] n.一百；许多 adj.一百的；许多的 num.百；百个
397 idea 1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398 II 1 abbr.微光（ImageIntensification）
399 inauguration 1 [i,nɔ:gju'reiʃən] n.就职典礼；开始，开创；开幕式
400 increase 1 [in'kri:s, 'inkri:s] n.增加，增长；提高 vi.增加，增大；繁殖 vt.增加，加大 n.(Increase)人名；(英)英克里斯
401 increasing 1 [in'kri:siŋ] adj.越来越多的，渐增的 v.增加，加大（increase的ing形式）
402 indisputable 1 [,indis'pju:təbl] adj.明白的；无争论之余地的
403 industrial 1 [in'dʌstriəl] adj.工业的，产业的；从事工业的；供工业用的；来自勤劳的 n.工业股票；工业工人
404 initial 1 [i'niʃəl] adj.最初的；字首的 vt.用姓名的首字母签名 n.词首大写字母
405 instantaneously 1 [,instən'teinjəsli] adv.即刻；突如其来地
406 instruments 1 ['ɪnstrəmənt] n. 仪器；乐器；工具；器械 v. 用器械（或仪器）装备；向…提交文书
407 insurance 1 [in'ʃuərəns] n.保险；保险费；保险契约；赔偿金
408 intended 1 [in'tendid] adj.故意的，有意的；打算中的 n.已订婚者 v.打算；准备（intend的过去分词）
409 intense 1 [in'tens] adj.强烈的；紧张的；非常的；热情的
410 intertwined 1 [ˌɪntɜː'waɪnd] adj. 互相缠结的；缠绕在一起的 动词intertw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11 inviting 1 [in'vaitiŋ] adj.诱人的；有魅力的 v.邀请（invite的ing形式）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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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414 john 1 [dʒɔn] n.厕所
415 joined 1 [dʒɔɪnd]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416 joint 1 [dʒɔint] n.关节；接缝；接合处，接合点；（牛，羊等的腿）大块肉 adj.共同的；连接的；联合的，合办的 vt.连接，贴
390

合；接合；使有接头 vi.贴合；生节 n.(Joint)人名；(法)茹安

judged 1 [dʒʌdʒ] n. 法官；裁判 v. 断定；判断；审判
418 judging 1 [dʒʌdʒɪŋ] n. 判决 动词judge的现在分词形式.
419 Kennedy 1 ['kenidi] n.肯尼迪（姓氏，美国第35任总统）
420 Kentucky 1 [ken'tʌki; kən-] n.肯塔基州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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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

(英)基；(德、荷、瑞典)凯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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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 landed 1 ['lændid] adj.拥有土地的；陆地上的 v.登陆，登岸（land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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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 last 1 [lɑ:st, læst] n.末尾，最后；上个；鞋楦（做鞋的模型） adj.最后的；最近的，最新的；仅剩的；最不可能…的 vi.持续；维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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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ter 1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428 launches 1 [lɔː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429 leading 1 ['li:diŋ] adj.领导的；主要的 n.领导；铅板；行距 v.领导（lead的ing形式）
430 leap 1 [li:p] vi.跳，跳跃 n.飞跃；跳跃 vt.跳跃，跳过；使跃过 n.(Leap)人名；(法)莱亚
431 learn 1 [lə:n] vt.学习；得知；认识到 vi.学习；获悉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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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434 legacy 1 ['legəsi] n.遗赠，遗产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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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on 1 [,ledʒis'leiʃən] n.立法；法律
436 letting 1 ['letiŋ] n.出租；租金 v.让，允许（let的现在分词）
437 leve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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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

名；(法)勒韦尔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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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

(英)卢克

looks 1 [lʊks] n. 外貌(恒用复数)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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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

人名；(英、德)洛

lunar 1 ['lju:nə] adj.月亮的，月球的；阴历的；银的；微亮的 n.(Lunar)人名；(西)卢纳尔
443 lunch 1 n.午餐 vt.吃午餐；供给午餐 vi.吃午餐；供给午餐
444 main 1 [mein] n.主要部分，要点；体力；总管道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全力的 n.(Main)人名；(德)迈因；(西)马因；(英、法)梅
442

因

majority 1 [mə'dʒɔriti] n.多数；成年
446 m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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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

造 n.制造；构造；性情 n.(Make)人名；(塞、南非)马克

mark 1 n.标志；马克；符号；痕迹；分数 vi.作记号 vt..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n..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448 Mars 1 [mɑ:z] n.战神；[天]火星
449 marvel 1 n.奇迹 vt.对…感到惊异 vi.感到惊讶 n.(Marvel)人名；(英)马弗尔；漫威漫画
450 measurement 1 ['meʒəmənt] n.测量；[计量]度量；尺寸；量度制
451 Members 1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452 mirror 1 ['mirə] n.镜子；真实的写照；榜样 vt.反射；反映
453 missions 1 ['mɪʃn] n. 使命；代表团；任务；布道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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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

法、芬、捷、英)莫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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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 nation 1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457 national 1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458 necessary 1 ['nesisəri] adj.必要的；必需的；必然的 n.必需品 n.(Necessary)人名；(英)内塞瑟里
459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460 newly 1 ['nju:li] adv.最近；重新；以新的方式
461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462 nighttime 1 ['naittaim] n.夜间 adj.夜间的；夜里发生的
463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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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 northern 1 ['nɔ:ðən] adj.北部的；北方的 n.北部方言
465 now 1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466 occasion 1 [ə'keiʒən, əu-] n.时机，机会；场合；理由 vt.引起，惹起
467 officials 1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468 OK 1 ['əu'kei, ,əu'kei, 'əukei] adj.好的；不错的 adv.行；很好 int.好；可以 vt.对…表示同意 n.同意
469 operating 1 ['ɔpəreitiŋ] adj.操作的；[外科]外科手术的 v.操作（operate的ing形式）；动手术
470 orbiters 1 n.（尤指在轨道上运行的）轨道飞行器( orbiter的名词复数 )
471 orbiting 1 ['ɔːbɪtɪŋ] n. 轨道运行；旋转运动；转圈 动词orbit的现在分词.
472 Orion 1 [ə'raiən; ɔ:-] n.猎户星座；俄里翁（希腊神话人物）
473 others 1 pron.其他人
474 outer 1 ['autə] adj.外面的，外部的；远离中心的 n.环外命中
475 overstate 1 [,əuvə'steit] vt.夸张；夸大的叙述
476 overwhelming 1 [,əuvə'hwelmiŋ] adj.压倒性的；势不可挡的 v.压倒；淹没（overwhelm的ing形式）；制服
477 package 1 ['pækidʒ] n.包，包裹；套装软件，[计]程序包 adj.一揽子的 vt.打包；将…包装
478 participated 1 英 [pɑː'tɪsɪpeɪt] 美 [pɑːr'tɪsɪpeɪt] vi. 参加；参与 vt. 分享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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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ular 1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480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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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

德、俄)帕斯

passed 1 [pa:st] adj.已经通过的；已经过去的；已被传递的 v.通过；传递（pass的过去分词）；超过
483 per 1 [强pə:, 弱pə] prep.每；经；按照；每一 n.(Per)人名；(德、挪、丹、瑞典)佩尔
484 percent 1 [pə'sent] n.百分比，百分率；部分；百分数 adj.百分之…的 adv.以百分之…地
485 perfected 1 英 ['pɜːfɪkt] 美 ['pɜːrfɪkt] adj. 完美的；完全的；完满的；十足的；理想的 vt. 使完美；使完全
486 period 1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487 piece 1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488 pl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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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

莱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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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 plasma 1 ['plæzmə] n.[等离子]等离子体；血浆；[矿物]深绿玉髓
491 played 1 v.演奏；播放；玩耍；参加竞赛（play的过去分词） adj.比赛的
492 point 1 [pɔint] n.要点；得分；标点；[机]尖端 vt.指向；弄尖；加标点于 vi.表明；指向 n.(Point)人名；(法)普安
493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494 popular 1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495 possibility 1 [,pɔsə'biləti] n.可能性；可能发生的事物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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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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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 powerful 1 ['pauəful] adj.强大的；强有力的 adv.很；非常
499 prepared 1 adj.准备好的 v.准备（prepare的过去分词）
500 presidential 1 [,prezi'denʃəl] adj.总统的；首长的；统辖的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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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primetime 1 adj. 黄金时间的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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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

的，内向的 adj.无官职的 n.列兵；二等兵

problem 1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505 problems 1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506 professional 1 [prə'feʃənəl] adj.专业的；职业的；职业性的 n.专业人员；职业运动员
507 promised 1 英 ['prɒmɪs] 美 ['prɑːmɪs] n. 诺言；预示；约定；(有)希望 v. 允诺；发誓；答应；有希望
508 propellant 1 [prəu'pelənt] n.推进物；推进燃料；发射火药 adj.推进的
509 propelled 1 [prə'peld] adj. 推进的 动词prop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510 propulsion 1 [prəu'pʌlʃən] n.推进；推进力
511 protection 1 [prəu'tekʃən] n.保护；防卫；护照
512 proved 1 [p'ruːvd] v. 证明(证明是；检验；勘探；证明；试印)
513 provided 1 [prə'vaidid] conj.假如；倘若 v.提供；给予（provide的过去式）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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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 push 1 vt.推动，增加；对…施加压力，逼迫；按；说服 vi.推进；增加；努力争取 n.推，决心；大规模攻势；矢志的追求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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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

(泰、缅)布

Reagan 1 ['reigən] n.里根（姓氏）
518 received 1 [ri'si:vd] adj.被一般承认的；被认为标准的 v.收到；接受；迎接（receive的过去分词）
519 recovery 1 [ri'kʌvəri] n.恢复，复原；痊愈；重获
520 red 1 [red] n.红色，红颜料；赤字 adj.红色的；红肿的，充血的 n.(Red)人名；(英、德)雷德
521 redefined 1 ['riːdɪ'faɪnd] adj. 重新定义的 动词redef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522 reentry 1 [ri:'entri] n.[航]再入；再进
523 reestablish 1 英 [ˌriːɪ'stæblɪʃ] 美 [ˌriːə'stæblɪʃ] v. 重建；复兴；恢复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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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1 [ri'leiʃənʃip] n.关系；关联
525 remembered 1 英 [rɪ'membə(r)] 美 [rɪ'membər] v. 记得；想起；记住，铭记；回忆；提及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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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 republicans 1 n. 共和党人 名词Republican的复数形式.
528 reusability 1 n.可重用性
529 riding 1 ['raidiŋ] n.骑马；骑术 v.骑；乘坐（ride的现在分词） n.(Riding)人名；(英)赖丁
530 robotic 1 [rəu'bɔtik] adj.机器人的，像机器人的；自动的 n.机器人学
531 role 1 [rəul] n.角色；任务 n.(Role)人名；(意、塞、赤几)罗莱
532 roll 1 [rəul] vt.卷；滚动，转动；辗 vi.卷；滚动；转动；起伏，摇晃 n.卷，卷形物；名单；摇晃 n.(Roll)人名；(英、法、德、
524

俄、罗、葡、捷、挪、西、瑞典)罗尔

ronald 1 ['rɔnəld] n.罗纳德（男子名）
534 Roosevelt 1 ['rəuzəvelt] n.罗斯福（姓氏，美国第26任总统）
535 rough 1 [rʌf] adj.粗糙的；粗略的；粗野的；艰苦的；未经加工的 vt.使粗糙；粗暴对待；草拟 n.艰苦；高低不平的地面；未经
533

加工的材料；粗糙的部分 vi.举止粗野 adv.粗糙地；粗略地；粗暴地 n.(Rough)人名；(英)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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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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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

名；(英)拉什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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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e

sampling 1 ['sɑ:mpliŋ, 'sæ-] n.取样；抽样 v.取样；抽样（sample的ing形式）
540 satellites 1 n. 卫星；人造卫星 名词satellite的复数形式.
541 school 1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542 science 1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543 served 1 英 [sɜːv] 美 [sɜːrv] v. 服务；侍候；担任；可作 ... 用；度过；对待 n. 发球
544 session 1 ['seʃən] n.会议；（法庭的）开庭；（议会等的）开会；学期；讲习会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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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 shortly 1 ['ʃɔ:tli] adv.立刻；简短地；唐突地
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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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 significant 1 [sig'nifikənt] adj.重大的；有效的；有意义的；值得注意的；意味深长的 n.象征；有意义的事物
549 soil 1 [sɔil] n.土地；土壤；国家；粪便；务农；温床 vt.弄脏；污辱 vi.变脏
550 s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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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9

>稍微

spacecraft 1 ['speiskrɑ:ft, -kræft] n.[航]宇宙飞船，航天器
552 speeds 1 [spiːd] n. 速度；迅速 v. 加速；急行
553 spending 1 ['spendɪŋ] n. 经费(开销)
554 spitting 1 [spæt] n. 吐出(逆火；点燃导火线)
555 st 1 [es ti:] abbr.标准时间（standardtime）；Shipping装货单（ShippingTicket）
556 step 1 [step] n.步，脚步；步骤；步伐；梯级 vi.踏，踩；走 vt.走，迈步
557 stimulus 1 ['stimjuləs] n.刺激；激励；刺激物
558 stopping 1 ['stɔpiŋ] n.停止；制止；填塞物 v.停止；妨碍（stop的ing形式）
559 style 1 [stail] n.风格；时尚；类型；字体 vt.设计；称呼；使合潮流 vi.设计式样；用刻刀作装饰画 n.(Style)人名；(英)斯泰尔
560 success 1 [sək'ses] n.成功，成就；胜利；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
561 suffered 1 ['sʌfəd] v. 遭受，允许，宽恕（动词suff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62 supplied 1 [sə'plaɪd] adj. 提供的 动词suppl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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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4 sure 1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565 swing 1 [swiŋ] n.摇摆；摆动；秋千；音律；涨落 vi.摇摆；转向；悬挂；大摇大摆地行走 vt.使旋转；挥舞；悬挂 adj.旋转的；悬
551

挂的；强节奏爵士音乐的 n.(Swing)人名；(英、瑞典)斯温

systems 1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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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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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k 1 [tæŋk] n.坦克；水槽；池塘 vt.把…贮放在柜内；打败 vi.乘坦克行进 n.(Tank)人名；(德、土、阿塞、土库、挪)汤克
569 Tennessee 1 [,teni'si:] n.田纳西州（美国州名）
570 term 1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571 themselves 1 [ðəm'selvz, ðem-] pron.他们自己；他们亲自
572 thermal 1 adj.热的；热量的；保热的 n.上升的热气流
573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574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575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576 threat 1 [θret] n.威胁，恐吓；凶兆
577 tomorrow 1 [tə'mɔrəu, -'mɔ:-] n.明天；未来 adv.明天；未来地（等于to-morrow）
578 tone 1 [təun] n.语气；色调；音调；音色 vt.增强；用某种调子说 vi.颜色调和；呈现悦目色调 n.(Tone)人名；(罗、塞、乍)托内；
568

(英)托恩

topic 1 ['tɔpik] n.主题（等于theme）；题目；一般规则；总论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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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 tourists 1 ['tuərɪsts] n. 旅游者，旅行者，观光客（名词tourist的复数形式）
582 trademark 1 ['treidmɑ:k] n.商标 标志
583 tradition 1 [trə'diʃən] n.惯例，传统；传说
584 tragic 1 ['trædʒik] adj.悲剧的；悲痛的，不幸的
585 transcript 1 ['trænskript, 'trænz-, 'trɑ:n-] n.成绩单；抄本，副本；文字记录
586 transporting 1 ['trænspɔːrt] n. 运输 动词trans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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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 trillion 1 ['triljən] n.[数]万亿 adj.万亿的 num.[数]万亿
589 trouble 1 ['trʌbl] n.麻烦；烦恼；故障；动乱 vt.麻烦；使烦恼；折磨 vi.费心，烦恼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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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1 Tuesday 1 ['tju:zdi; -dei] n.星期二
592 tuned 1 [tju:nd] adj.经调谐的；谱好曲的；调好台的 v.调整；调音；发出乐音（tune的过去分词）
593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594 unbelievable 1 [,ʌnbi'li:vəbl] adj.难以置信的；不可信的
595 understood 1 [,ʌndə'stud] adj.被充分理解的；心照不宣的 v.明白；懂得（understand的过去分词）；熟悉
596 unemployment 1 [,ʌnim'plɔimənt] n.失业；失业率；失业人数
597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598 unravel 1 [,ʌn'rævəl] vt.解开；阐明；解决；拆散 vi.解决；散开
599 unreasonable 1 [,ʌn'ri:zənəbl] adj.不合理的；过度的；不切实际的；非理智的
600 updated 1 [ʌp'deɪtɪd] adj. 更新的；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01 upgraded 1 ['ʌpgreɪdɪd] adj. 提高的；改善的 动词upgra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602 used 1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603 vaccine 1 ['væksi:n] n.疫苗；牛痘苗 adj.疫苗的；牛痘的
604 valley 1 ['væli] n.山谷；流域；溪谷 n.(Valley)人名；(英)瓦利；(法)瓦莱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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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 viewed 1 [vjuːd] adj. 检查过的 动词vie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607 walks 1 ['wɔːks] n. 脚步；小路 名词walk的复数形式.
608 Washington 1 ['wɔʃiŋtən] n.华盛顿（美国州名，美国城市名，美国第一任总统，姓氏）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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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 watching 1 ['wɔtʃiŋ] vt.观看，守望；监视，注意（watch现在分词）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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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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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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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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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t 1 [went] v.去，过去（go的过去式） n.(Went)人名；(德、匈、荷)文特；(英)温特
615 whether 1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616 whew 1 [hwju:] int.哟！；唷！（表示惊讶、失望、厌恶等）
617 wing 1 n.翼；翅膀；飞翔；派别；侧厅，耳房，厢房 vt.使飞；飞过；空运；增加…速度；装以翼 vi.飞行 n.(Wing)人名；(英、
614

印尼)温
618

wonder 1 [ˈwʌndə(r)] n.惊奇；奇迹；惊愕 vi.怀疑；想知道；惊讶 vt.怀疑；惊奇；对…感到惊讶 adj.奇妙的；非凡的 n.Wonder，
旺德（人名）

wondering 1 ['wʌndəriŋ] adj.疑惑的；觉得奇怪的 v.想知道（wonder的ing形式）；惊奇
620 words 1 [wə:dz] n.[计]字（word的复数）；话语；言语 v.用言语表达（word的三单形式）
621 worked 1 [wə:kt] adj.处理过的；制造好的；耕种过的 v.工作（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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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

(Working)人名；(英)沃金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624 worth 1 [wə:θ] adj.值…的 n.价值；财产 n.(Worth)人名；(英)沃思；(德)沃特
625 yesterday 1 ['jestədi,-dei] n.昨天；往昔 adv.昨天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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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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