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n10 2021-04-19 词汇表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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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n.(About)人名；(法)阿布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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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bundance 1 [ə'bʌndəns] n.充裕，丰富
4 accord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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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符合；使适合

achieved 1 [ə'tʃiːvd] adj. 获得的；达到的；实现的 动词achie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 active 3 ['æktiv] adj.积极的；活跃的；主动的；有效的；现役的 n.主动语态；积极分子
7 actively 1 ['æktɪvli] adv. 积极地；活跃地；勤奋的
8 administration 1 [əd,mini'streiʃən] n.管理；行政；实施；行政机构
9 adventure 1 [əd'ventʃə, æd-] n.冒险；冒险精神；投机活动 vt.冒险；大胆说出 vi.冒险
10 after 3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11 again 1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12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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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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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ming 1 ['eɪmɪŋ] n. 瞄准；目的；引导 动词aim的现在分词形式.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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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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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llure 1 [ə'ljuə] vt.引诱，诱惑；吸引 n.诱惑力 vi.诱人，吸引人
19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20 alpha 1 ['ælfə] n.希腊字母的第一个字母；开端；最初
21 alphabet 1 n.字母表，字母系统；入门，初步 n.Google创建的名为Alphabet的公司，改变Google原有公司架构，旨在使其当下主
5

要业务和长期投资项目间的区别更加清晰。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23 alternative 1 [ɔ:l'tə:nətiv] adj.供选择的；选择性的；交替的 n.二中择一；供替代的选择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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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mounts 1 [ə'maʊnt] n. 数量；总额 vi. 总计；等于
26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7 analysis 1 [ə'næləsis] n.分析；分解；验定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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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ancient 1 ['einʃənt] adj.古代的；古老的，过时的；年老的 n.古代人；老人
30 and 35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31 animals 1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32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3 another 1 [ə'nʌðə] adj.又一，另一；另外的；不同的 pron.另一个；又一个 prep.另一个；另一个人
34 anyone 1 ['eniwʌn] pron.任何人；任何一个
35 Apollo 1 [ə'pɔləu] n.阿波罗（太阳神）；美男子
36 apparatus 1 n.装置，设备；仪器；器官
37 April 2 ['eiprəl] n.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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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mstrong 1 ['ɑ:mstrɔŋ] n.阿姆斯特朗（美国宇航员，登月第一人）
40 around 3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41 as 8 [æz] conj.因为；随着；虽然；依照；当…时 prep.如同；当作；以…的身份 adv.同样地；和…一样的
42 astronaut 1 ['æstrənɔ:t] n.宇航员，航天员；太空旅行者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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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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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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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hletic 1 [æθ'letik] adj.运动的，运动员的；体格健壮的
45 Atlantic 6 [ət'læntik] n.大西洋 adj.大西洋的
46 atmospheric 1 [,ætməs'ferik,-kəl] adj.大气的，大气层的
47 attempt 1 [ə'tempt] n.企图，试图；攻击 vt.企图，试图；尝试
48 attempting 1 [ə'tempt] v. 企图；尝试 n. 企图；试图
49 attract 1 [ə'trækt] vt.吸引；引起 vi.吸引；有吸引力
50 Australia 1 [ɔ'streiljə] n.澳大利亚，澳洲
51 avera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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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间色

averages 1 ['ævərɪdʒ] n. 平均数；平均水平 adj. 平均的；一般的；通常的 v. 取平均值；达到平均水平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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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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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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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baste 1 [beist] vt.粗缝；在…上涂油；狠揍；大骂 n.调味品；涂抹液
56 be 15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57 became 1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58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59 become 3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60 becomes 1 [bɪ'kʌm] v. 变成；成为；变得；适合（某人）；使（人）显得漂亮
61 becoming 1 [bi'kʌmiŋ] adj.合适的，适当的 n.（变化过程的）形成，发生
62 been 5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63 begin 3 [bɪˈ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64 being 2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65 benefits 1 ['benɪfɪt] n. 利益；津贴；义演；保险金；借助 vt. 有益于；得益
66 beta 1 ['bi:tə, 'bei-] n.贝它（希腊字母表的第二个字母） n.(Beta)人名；(日)部田(姓)；(土)贝塔；(匈)拜陶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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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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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bifurcate 1 ['baifəkeit] adj.分叉的 vt.分叉 vi.分叉
70 bill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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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ood 1 [blʌd] n.血，血液；血统 vt.从…抽血；使先取得经验 n.(Blood)人名；(英、西)布拉德
73 bo 1 [bəu] abbr.分支机构（branchoffice）；狐臭（BodyOdor）；戏院售票房（BoxOffice）；原油（BaseOil） n.(Bo)人名；(中)步
68

(广东话·威妥玛)；(中)柏(普通话·威妥玛)；(瑞典)布；(意、葡、刚(金)、柬)博；(老)保

Boise 1 ['bɔisi] n.博伊西（美国爱达荷州首府）
75 bombarded 1 英 [bɒm'bɑːd] 美 [bɑːm'bɑːrd] v. 炮轰；攻击；[核]以高速粒子撞击 n. 射石炮
76 bombs 1 英 [bɒm] 美 [bɑːm] n. 炸弹 vt. 轰炸；投弹于 vi. 投弹；失败
77 boom 1 [bu:m] vt.使兴旺；发隆隆声 vi.急速发展；发隆隆声 n.繁荣；吊杆；隆隆声 n.(Boom)人名；(法、德)博姆
78 Britain 1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79 British 1 ['britiʃ] adj.英国的；英国人的；大不列颠的 n.英国人
80 broken 1 ['brəukən] adj.破碎的；坏掉的 v.折断；打碎；损坏（break的过去分词）
81 brought 2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82 busy 2 ['bizi] adj.忙碌的；热闹的；正被占用的 vt.使忙于 n.(Busy)人名；(匈)布希；(法)比西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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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by 4 prep.通过；被；依据；经由；在附近；在……之前 adv.通过；经过；附近；[互联网]白俄罗斯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
85 call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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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calls 1 ['kɔːlz] n. 呼唤；命令；电话；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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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88 camera 1 ['kæmərə] n.照相机；摄影机 n.(Camera)人名；(英、意、西)卡梅拉
89 c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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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ada 1 ['kænədə] n.加拿大（北美洲国家）
91 caps 1 [kæps] n. 帽子 名词cap的复数形式.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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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Carl 4 [kɑ:l] n.卡尔（男名）
94 cat 1 n.猫，猫科动物
95 categorized 1 ['kætəɡəraɪz] v. 分类
96 celestial 1 [si'lestjəl] adj.天上的，天空的 n.神仙，天堂里的居民
97 charged 1 [tʃɑ:dʒd] adj.带电的；充满感情的；气氛紧张的 vt.填充
98 cheap 1 [tʃi:p] adj.便宜的；小气的；不值钱的 adv.便宜地
99 chemical 1 ['kemikəl] n.化学制品，化学药品 adj.化学的
100 Chinese 1 [,tʃai'ni:z] n.中文，汉语；中国人 adj.中国的，中国人的；中国话的
101 civilization 1 [,sivilai'zeiʃən, -li'z-] n.文明；文化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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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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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sest 1 [k'ləʊsɪst] adj. 最靠近的
104 cnn 7 [ˌsiːen'en] abbr. 美国有线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
105 collects 1 [kə'lekt] v. 收集；聚集；募捐；运走；使（自己）镇定
106 color 1 ['kʌlə] n.颜色；肤色；颜料；脸色 vt.粉饰；给...涂颜色；歪曲 vi.变色；获得颜色
107 Colorado 3 [,kʌlə'rɑ:dəu] n.（美）科罗拉多；（美）科罗拉多河
108 Columbia 1 [kə'lʌmbiə] n.哥伦比亚
109 c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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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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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community 2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112 conditions 1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113 construction 1 [kən'strʌkʃən] n.建设；建筑物；解释；造句
114 continue 1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115 contributor 2 [kən'tribjutə] n.贡献者；投稿者；捐助者
116 copy 1 ['kɔpi] vi.复制；复印；抄袭 vt.复制；复印；抄袭 n.副本；一册；摹仿
117 corner 1 ['kɔ:nə] n.角落，拐角处；地区，偏僻处；困境，窘境 vi.囤积；相交成角 vt.垄断；迫至一隅；使陷入绝境；把…难住 n.
110

(Corner)人名；(法)科尔内；(英)科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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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could 6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120 counting 1 ['kaʊntɪŋ] n. 计算
121 cour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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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cover 2 vt.包括；采访，报导；涉及；行走（一段路程）；掩护；翻唱 n.封面，封皮；盖子；掩蔽物;幌子，借口 vi.覆盖；代
118

替；敷衍；给…投保； n.(Cover)人名；(英)科弗；(意)科韦尔

covers 1 英 ['kʌvə(r)] 美 ['kʌvər] n. 封面；盖子；套子；表面 v. 覆盖；涉及；包含；掩护；给…保险
124 creekside 1 n. 克里克赛德(在美国；西经 79º12' 北纬 40º42')
125 critics 1 [k'rɪtɪks] 评论家们
126 cross 1 n.交叉，十字；十字架，十字形物 vi.交叉；杂交；横过 vt.杂交；渡过；使相交 adj.交叉的，相反的；乖戾的；生气的
127 crowd 1 [[kraud] n.群众,一伙;一堆,许多,大众 v.拥挤,挤满,挤进 vt.挤满,将...塞进;催促,催逼 vi.挤,拥挤,聚集
128 curiosity 1 [,kjuri'ɔsiti] n.好奇，好奇心；珍品，古董，古玩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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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特
130

currently

1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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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ate 1 [di'beit] vt.辩论，争论，讨论 vi.辩论，争论，讨论 n.辩论；辩论会
132 decades 1 n.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
133 delta 1 ['deltə] n.（河流的）三角洲；德耳塔（希腊字母的第四个字） n.(Delta)人名；(英、罗、葡)德尔塔
134 deposited 1 v.存放；储存；放置（deposit的过去分词） adj.存放的；堆积的
135 depth 1 [depθ] n.[海洋]深度；深奥
136 designed 1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137 detect 1 [di'tekt] vt.察觉；发现；探测
138 did 2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39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140 directions 1 [dɪ'rekʃnz] n. 用法说明；方向；指令 名词direction的复数形式.
141 discounted 1 ['dɪskaʊnt] n. 折扣；贴现率 vt. 打折扣；贴现；不全信；不重视 vi. 贴现；减息贷款
142 discovered 1 英 [dɪ'skʌvə(r)] 美 [dɪ'skʌvər] v. 发现；偶然撞见；发觉
143 discussing 1 [dɪ'skʌs] v. 讨论；论述；商量
144 d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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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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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dogs 1 n.狗（dog的复数）；瘦狗类 v.紧紧跟踪；追猎；紧随（dog的第三人称单数） n.(Dogs)人名；(德)多格斯
147 dollars 1 n. 美元（dollar的复数）
148 doozy 1 ['du:zi] n.极好的东西 adj.非常显眼的；非常出色的人的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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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Double)人名；(法)杜布勒；(英)道布尔

doubt 1 [daut] n.怀疑；疑问；疑惑 v.怀疑；不信；恐怕；拿不准
151 doubts 1 [daʊt] n. 怀疑；疑惑；悬而未定 vt. 怀疑；不信任 vi. 不确定
152 down 2 [daun] adv.向下，下去；在下面 adj.向下的 n.软毛，绒毛；[地质]开阔的高地 prep.沿着，往下 vt.打倒，击败 vi.下降；下
150

去 n.(Down)人名；(英)唐

dr 1 abbr.速度三角形定位法（deadreckoning）；数据记录器（DataRecorder）
154 drinking 1 ['driŋkiŋ] n.喝，饮；喝酒 v.饮（drink的ing形式）；喝
155 drone 1 n.雄蜂；嗡嗡的声音；懒惰者 n.无人机（非正式） vi.嗡嗡作声；混日子 vt.低沉地说 n.n.(Drone)人名；(法)德罗纳
156 dropping 1 ['drɔpiŋ] n.落下；空投；滴下物 v.落下；退出（drop的ing形式）；滴入；随口漏出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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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dust 1 [dʌst] n.灰尘；尘埃；尘土 vt.撒；拂去灰尘 vi.拂去灰尘；化为粉末 n.(Dust)人名；(德、俄)杜斯特
159 each 2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160 ear 1 [iə] n.耳朵；穗；听觉；倾听 vi.（美俚）听见；抽穗 n.(Ear)人名；(柬)伊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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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arth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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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164 eastern 1 ['i:stən] adj.东方的；朝东的；东洋的 n.东方人；（美国）东部地区的人
165 egyptians 1 [iː'dʒɪpʃən] n. 埃及人；古埃及语 名词Egyptian的复数形式.
166 eight 2 [eit] num.八；八个；第八 adj.八的 n.八字形
167 elon 2 [ɪ'lɒn] 埃伦(可溶性显影剂粉末)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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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nough 4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170 enterprise 1 ['entəpraiz] n.企业；事业；进取心；事业心
171 entire 2 [in'taiə] adj.全部的，整个的；全体的 n.(Entire)人名；(英)恩泰尔
172 establish 1 [i'stæbliʃ] vt.建立；创办；安置 vi.植物定植
173 et 2 [i:ti:] conj.（拉丁语）和（等于and）
174 European 1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175 even 2 ['i:vən] adj.[数]偶数的；平坦的；相等的 adv.甚至；即使；还；实际上 vt.使平坦；使相等 vi.变平；变得可比较；成为相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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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177 eventual 1 [i'ventʃuəl] adj.最后的，结果的；可能的；终于的
178 every 2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179 exact 1 adj.准确的，精密的；精确的 vt.要求；强求；急需 vi.勒索钱财
180 example 1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181 excited 1 [ik'saitid] adj.兴奋的；激动的；活跃的 v.激动；唤起（excite的过去分词）
182 existed 1 [ɪɡ'zɪst] v. 存在；生存；活着
183 exists 1 [ɪɡ'zɪst] v. 存在；生存；活着
184 expensive 1 [ik'spensiv] adj.昂贵的；花钱的
185 experiment 1 [ik'speriment, ek's-] vi.尝试；进行实验 n.实验，试验；尝试
186 exploration 1 [,eksplɔ:'reiʃən] n.探测；探究；踏勘
187 exploring 1 [ɪks'plɔːrɪŋ] n. 探索；探测 动词explore的现在分词形式.
188 extinction 1 n.灭绝；消失；消灭；废止
189 extra 2 ['ekstrə] adv.特别地，非常；另外 n.临时演员；号外；额外的事物；上等产品 adj.额外的，另外收费的；特大的
190 eyes 2 n.眼睛（eye的复数） n.(Eyes)人名；(英)艾斯
191 fact 1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192 factoring 1 ['fæktəriŋ] n.[数]因子分解，[数]因式分解；保付代理 v.把…因素包括进去（factor的ing形式）
193 far 2 [fɑ:] adv.很；遥远地；久远地；到很远的距离；到很深的程度 adj.远的；久远的 n.远方 n.(Far)人名；(德、西、塞)法尔
194 farming 1 ['fɑ:miŋ] n.农业，耕作 v.耕种；出租（farm的ing形式）
195 feature 1 ['fi:tʃə] n.特色，特征；容貌；特写或专题节目 vi.起重要作用 vt.特写；以…为特色；由…主演
196 February 1 ['februəri] n.二月
197 fewer 1 ['fju:ə] adj.较少的 pron.较少数 int.较少数
198 fifth 1 [fifθ] adj.第五的；五分之一的 n.第五；五分之一 num.第五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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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find 1 vt.查找，找到；发现；认为；感到；获得 vi.裁决 n.发现 n.(Find)人名；(丹)芬
201 finding 1 ['faindiŋ] n.发现；裁决；发现物 v.找到；感到（find的ing形式）；遇到
202 fire 1 ['faiə] n.火；火灾；炮火；炉火；热情；激情；磨难 vt.点燃；解雇；开除；使发光；烧制；激动；放枪 vi.着火；射击；开
176

枪；激动；烧火
203

3 [fə:st] adv.第一；首先；优先；宁愿 n.第一；开始；冠军 adj.第一的；基本的；最早的 num.第一 n.(First)人名；(英)弗斯
特；(捷)菲尔斯特

first

fi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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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floated 1 英 ['fləʊtɪd] 美 ['floʊtɪd] adj. 浮动的 动词floa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06 flock 3 [flɔk] n.群；棉束（等于floc） vt.用棉束填满 vi.聚集；成群而行 n.(Flock)人名；(德、瑞典)弗洛克
207 flood 1 [flʌd] vt.淹没；充满；溢出 vi.涌出；涌进；为水淹没 n.洪水；泛滥；一大批 n.(Flood)人名；(英)弗勒德；(瑞典、芬)弗洛
204

德

flow 1 [fləu] vi.流动，涌流；川流不息；飘扬 vt.淹没，溢过 n.流动；流量；涨潮，泛滥 n.(Flow)人名；(英)弗洛
209 fly 1 [flai] vi.飞；驾驶飞机；飘扬 vt.飞行；飞越；使飘扬 n.飞行；苍蝇；两翼昆虫 adj.敏捷的 n.(Fly)人名；(法)弗利；(英)弗莱
210 focus 1 ['fəukəs] n.焦点；中心；清晰；焦距 vt.使集中；使聚焦 vi.集中；聚焦；调节焦距 n.(Focus)人名；(瑞典)福库斯
211 folks 1 ['fəʊks] n. 人们；家人；父母 名词folk的复数形式.
212 follow 1 ['fɔləu] vt.跟随；遵循；追求；密切注意，注视；注意；倾听 vi.跟随；接着 n.跟随；追随
213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214 foothills 1 ['fʊthɪlz] n. 山麓丘陵
215 for 22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216 foreca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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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forecasting 2 ['fɔːkɑːstɪŋ] 预测
218 forever 1 [fə'revə] adv.永远；不断地；常常
219 for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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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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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221 founder 2 ['faundə] vi.失败；沉没；倒塌；变跛 vt.破坏；使摔倒；垮掉 n.创始人；建立者；翻沙工
222 four 1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223 fourth 1 [fɔ:θ] adj.第四的，第四个的；四分之一的 n.第四，月的第四日；四分之一 num.第四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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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fuel 1 ['fjuəl] vi.得到燃料 vt.供以燃料，加燃料 n.燃料；刺激因素
226 gamma 1 ['gæmə] n.微克；希腊语的第三个字母 n.(Gamma)人名；(法)加马；(阿拉伯)贾马
227 gave 1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228 gem 1 [dʒɛm] n.宝石，珍宝；精华；受人重视者 vi.点缀；用宝石装饰；饰以宝石 adj.最佳品质的 n.(Gem)人名；(英)杰姆
229 geology 1 [dʒi'ɔlədʒi] n.地质学；地质情况
230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231 getting 2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232 giant 1 ['dʒaiənt] n.巨人；伟人；[动]巨大的动物 adj.巨大的；巨人般的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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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g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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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gone现在分词going）

god 1 [gɔd] n.神；（大写首字母时）上帝 vt.膜拜，崇拜 n.(God)人名；(索、阿拉伯)古德
236 going 3 ['gəuiŋ] n.行为；离去；工作情况；地面状况 adj.流行的；进行中的；现存的 v.前进；出发；运转（go的ing形式） n.
235

(Going)人名；(英)戈因

gotten 1 ['gɔtən] v.得到；达到（get的过去分词）
238 government 1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239 governments 1 ['gʌvənmənts] n. 政府；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
240 GPS 1 abbr.全球定位系统（GlobalPositionSystem）；通用雷达（GeneralPurposeRadar）；炮长主瞄准镜（Gunner'sPrimarySight）
241 grass 2 [grɑ:s, græs] n.草；草地，草坪 vt.放牧；使……长满草；使……吃草 vi.长草 n.(Grass)人名；(法、德、俄、瑞典、英)格拉
237

斯

Greek 2 [gri:k] n.希腊语；希腊人 adj.希腊的；希腊人的，希腊语的
243 greener 2 英 ['griːnə] 美 ['grɪnə] n. 生手， 没经验的人 形容词green的比较级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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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过的 v.研磨（grind的过去分词）；压迫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246 gulf 1 [gʌlf] n.海湾；深渊；分歧；漩涡 vt.吞没
247 habitable 1 ['hæbitəbl] adj.可居住的；适于居住的
248 had 1 v.有；吃；得到（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ux.已经（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
249 handlers 1 ['hændləz] n. 操作者；陶器工人；经理人
250 ha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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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ha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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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he 1 [hi:, 弱 hi, i:, i] n.男孩，男人；它（雄性动物） pron.他 n.(He)人名；(日)户(姓)；(朝)海；(柬)赫
253 helicopter 1 ['helikɔptə] n.[航]直升飞机 vi.[航]乘直升飞机 vt.由直升机运送
254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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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普

here 2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256 hey 1 [hei] int.喂！（引起注意等）；你好！（表示问候） n.干草（等于hay） n.(Hey)人名；(法)埃；(柬)海；(德、英)海伊
257 hi 1 [hai] int.嗨！（表示问候或用以唤起注意） n.(Hi)人名；(柬)希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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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名；(英)海伊

highway 2 ['haiwei] n.公路，大路；捷径
260 his 3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261 historically 1 [his'tɔrikəli] adv.历史上地；从历史观点上说
262 history 1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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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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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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hour 2 ['auə] n.小时；钟头；课时；…点钟 n.(Hour)人名；(法)乌尔；(柬)胡
266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267 human 1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268 humans 1 ['hjuːmənz] n.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
269 hunting 1 ['hʌntiŋ] n.打猎；追逐；搜索 adj.打猎的；振荡的 v.狩猎；寻找（hunt的ing形式）；追捕 n.(Hunting)人名；(英)亨廷
270 hurricane 5 ['hʌrikən] n.飓风，暴风
271 hurricanes 5 ['hʌrikənz] n. 飓风（名词hurricane的复数形式）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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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Idaho 1 ['aidəhəu] n.爱达荷
274 idea 4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275 if 4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276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277 in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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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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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increased 1 [ɪn'kriː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80 indicate 1 ['indikeit] vt.表明；指出；预示；象征
281 ingenuity 1 n.心灵手巧，独创性；精巧；精巧的装置 n.西门子公司将其品牌宣言“Ingenuityforlife”诠释为“博大精深同心致远”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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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initially 3 [i'niʃəli] adv.最初，首先；开头
284 innovation 1 [,inəu'veiʃən] n.创新，革新；新方法
285 insight 1 ['insait] n.洞察力；洞悉 n.(Insight)人名；(英)因赛特
286 inspired 1 [in'spaiəd] adj.有灵感的；官方授意的 v.激发（inspire的过去分词）；鼓舞
287 instance 1 ['instəns] n.实例；情况；建议 vt.举...为例
288 instead 2 adv.代替；反而；相反
289 intensity 1 [in'tensəti] n.强度；强烈；[电子]亮度；紧张
290 interest 1 ['intrist, 'intər-] n.兴趣，爱好；利息；趣味；同行 vt.使……感兴趣；引起……的关心；使……参与
291 interesting 1 [ˈɪntrɪstɪŋ，ˈɪntrəstɪŋ] adj.有趣的；引起兴趣的，令人关注的
292 Internet 1 ['intənet] n.因特网
293 int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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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intriguing 1 [in'tri:giŋ] adj.有趣的；迷人的 v.引起…的兴趣；策划阴谋；私通（intrigue的ing形式）
295 is 2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96 it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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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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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298 jennifer 1 ['dʒenifə] n.詹尼弗（女子名）
299 June 2 n.六月；琼（人名，来源于拉丁语，含义是“年轻气盛的六月”）
300 ju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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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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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keeping 1 ['ki:piŋ] n.保管；一致；协调；遵守 v.保持；遵守（keep的ing形式）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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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英)基；(德、荷、瑞典)凯

ki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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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306 lake 1 [leik] n.湖；深红色颜料；胭脂红 vt.（使）血球溶解 vi.（使）血球溶解 n.(Lake)人名；(德、塞、瑞典)拉克；(英)莱克
307 lamb 2 [læm] n.羔羊，小羊；羔羊肉 vt.生小羊，产羔羊 vi.生小羊，产羔羊 n.(Lamb)人名；(英)兰姆；(德)兰布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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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1 [lænd] n.国土；陆地；地面 vt.使…登陆；使…陷于；将…卸下 vi.登陆；到达 n.(Land)人名；(英、德、葡、瑞典)兰德
309 lander 1 ['lændə] n.着陆器；出铁槽；把钩工人 n.(Lander)人名；(丹)兰诺；(德、俄、西、捷、瑞典)兰德尔；(英)兰德
310 landfalls 2 n.着陆( landfall的名词复数 )
311 largely 1 ['lɑ:dʒli] adv.主要地；大部分；大量地
312 largest 1 ['laːdʒɪst] adj. 最大的
313 las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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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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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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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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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leds 1 发光二极管
317 letters 2 [letəz] n.[语]字母；书信；读者投书栏（letter的复数） v.用字母标明；用印刷体写（letter的第三人称单数）
318 life 1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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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list 3 [list] n.[计]列表；清单；目录 vi.列于表上 vt.列出；记入名单内 n.(List)人名；(匈)李斯特；(英、德、法、西、捷)利斯特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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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英)卢克

looking 2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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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分（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made 1 [meid] adj.成功的；创造的 v.做，使，安排（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ade)人名；(塞)马德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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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因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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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32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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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es 2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329 mal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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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m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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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葡、意、罗、捷、尼、老、缅、柬)曼；(日)万(名)

mankind 1 [,mæn'kaind] n.人类；男性
332 many 3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333 Mars 17 [mɑ:z] n.战神；[天]火星
334 Martian 1 ['mɑ:ʃən] adj.火星的 n.火星人
335 matter 1 n.物质；事件 vi.有关系；要紧 n.(Matter)人名；(英、法)马特；(西)马特尔
336 mauldin 2 n.(Mauldin)人名；(英)莫尔丁
337 maven 1 ['meivin] n.内行，专家
338 may 5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339 maybe 1 ['meibi] adv.也许；可能；大概 n.可能性；不确定性
340 me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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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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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measured 1 ['meʒəd] adj.量过的；慎重的；基于标准的；有规则的 v.测量，判断（measure的过去分词）
343 melted 1 [meltid] adj.融化的；溶解的 v.融化；溶解（melt的过去式）
344 Members 1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345 mercury 1 n.[化]汞，水银 [天]水星 温度表 精神，元气
346 merit 1 ['merit] n.优点，价值；功绩；功过 vt.值得 vi.应受报答
347 met 1 [met] v.遇见（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et)人名；(瑞典)梅特
348 meteorites 1 ['miːtiəraɪts] 陨石
349 meteorological 1 [,mi:tiərə'lɔdʒikəl] adj.气象的；气象学的
350 meteorologists 1 n.气象学( meteorology的名词复数 )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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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ers 1 英 ['miːtə(r)] 美 ['miːtər] n. 公尺；米 n. 计量器；计时器 vt. (用仪表)测量
352 methane 1 ['mi:θein] n.[有化]甲烷；[能源]沼气
353 Mexico 1 ['meksikəu] n.墨西哥
354 migh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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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Miles 3 [mailz] n.迈尔斯（男子名）
356 mill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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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mission 2 ['miʃən] n.使命，任务；代表团；布道 vt.派遣；向……传教
358 missions 2 ['mɪʃn] n. 使命；代表团；任务；布道
359 model 1 ['mɔdəl] n.模型；典型；模范；模特儿；样式 vt.模拟；塑造；模仿 vi.做模型；做模特儿 adj.模范的；作模型用的 n.
351

(Model)人名；(德、俄、英)莫德尔

molecules 1 ['mɒlɪkjuːlz] n. [化]分子学 名词molecule的复数形式.
361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362 Mons 1 [məuŋs] n.蒙斯（比利时西南部城市）；孟人（Mon的复数） abbr.（法）先生
363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364 more 3 [mɔ:] adv.更多；此外；更大程度地 adj.更多的；附加的 pron.更多的数量 n.更多 n.(More)人名；(英、法)莫尔；(意、西、
360

以)莫雷

morning 1 ['mɔ:niŋ] n.早晨；黎明；初期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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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

法、芬、捷、英)莫斯特

moves 1 [muːv] n.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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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 multi 1 ['mʌlti] pref.多
370 munch 1 [mʌntʃ] vt.用力咀嚼；大声咀嚼 vi.用力咀嚼；大声咀嚼 n.用力的咀嚼 n.(Munch)人名；(挪、丹、瑞典)蒙克；(西)蒙
367

奇；(法)曼什；(英)芒奇

musk 3 [mʌsk] n.麝香；麝香鹿；麝香香味
372 name 3 n.名称，名字；姓名；名誉 vt.命名，任命；指定；称呼；提名；叫出 adj.姓名的；据以取名的 n.(Name)人名；(日)滑
371

(姓)；(英)内姆

named 6 [neimd] adj.命名的；指定的；被指名的 v.命名；任命（name的过去分词）；称呼
374 names 6 [neɪmz] n. 复合名 名词name的复数形式.
375 nasa 11 ['næsə; 'nei-] abbr.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 n.(Nasa)人名；(塞)纳莎
376 national 1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377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378 nearest 1 ['nɪərɪst] adj. 最近的
379 neighbor 1 ['neibə] n.邻居 adj.邻近的 vi.友好；毗邻而居 vt.邻接 n.(Neighbor)人名；(英)内伯
380 neil 1 [ni:l] n.尼尔（男子名）
381 new 3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382 newly 1 ['nju:li] adv.最近；重新；以新的方式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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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 noaa 1 ['nəuə] abbr.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NationalOceanicandAtmosphericAdministration）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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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 not 9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387 note 1 [nəut] n.笔记；音符；票据；注解；纸币；便笺；照会；调子 vt.注意；记录；注解 n.(Note)人名；(英)诺特
388 November 1 [nəu'vembə] n.十一月
389 now 1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390 nuclear 1 ['nju:kliə, 'nu:-] adj.原子能的；[细胞]细胞核的；中心的；原子核的
391 numb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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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 ocean 1 ['əuʃən] n.海洋；大量；广阔 n.(Ocean)人名；(罗)奥切安
393 oceanic 1 ['əuʃi'ænik] adj.海洋的；海洋产出的；在海洋中生活的；广阔无垠的
394 of 4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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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 1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396 officials 1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397 Olympus 1 [əu'limpəs] n.天堂，天国；奥林匹斯山（诸神的住所）
398 On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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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

着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onboard 1 ['ɔn'bɔ:d] adv.在船上；在飞机上；在板上 adj.随车携带的
400 once 2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401 on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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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 onlookers 1 ['ɒnlʊkəz] 围观群众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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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 operation 1 [,ɔpə'reiʃən] n.操作；经营；[外科]手术；[数][计]运算
405 o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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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orbiter 1 ['ɔ:bitə] n.人造卫星；盘旋物
407 orbiters 1 n.（尤指在轨道上运行的）轨道飞行器( orbiter的名词复数 )
408 organic 2 [ɔ:'gænik] adj.[有化]有机的；组织的；器官的；根本的
409 organization 1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410 original 1 [ə'ridʒənəl] n.原件；原作；原物；原型 adj.原始的；最初的；独创的；新颖的
411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412 our 5 ['auə, ɑ:] pron.我们的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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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

灭；驱逐

outlook 1 ['autluk, ,aut'luk] n.展望；观点；景色 vt.比……好看；用目光压倒 vi.朝外看
415 outside 1 [,aut'said, 'aut'said] adj.外面的，外部的；外来的 n.外部；外观 adv.在外面，向外面；在室外 prep.在…范围之外
416 o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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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

西、土)奥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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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419 pastures 1 英 ['pɑːstʃə(r)] 美 ['pæstʃər] n. 牧场；草原 vi. 吃草 vt. 放牧
420 path 1 [pɑ:θ, pæθ] n.道路；小路；轨道
421 peep 1 [pi:p] n.偷看；隐约看见，瞥见 vi.窥视；慢慢露出，出现；吱吱叫 vt.使出现 n.(Peep)人名；(爱沙)佩普
422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423 per 2 [强pə:, 弱pə] prep.每；经；按照；每一 n.(Per)人名；(德、挪、丹、瑞典)佩尔
424 perhaps 1 adv.或许；（表示不确定）也许；（用于粗略的估计）或许；（表示勉强同意或其实不赞成）也许；可能 n.假定；
417

猜想；未定之事

perseverance 2 [,pɜ:sə'vɪərəns] n.坚持不懈；不屈不挠 n.耐性；毅力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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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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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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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 planet 16 ['plænit] n.行星 n.(Planet)人名；(法)普拉内；(西、葡)普拉内特
430 polar 1 ['pəulə] adj.极地的；两极的；正好相反的 n.极面；极线 n.(Polar)人名；(德、西)波拉尔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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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 potential 1 [pəu'tenʃəl] n.潜能；可能性；[电]电势 adj.潜在的；可能的；势的
433 pre 1 abbr.炼油工程师（PetroleumRefiningEngineer）
434 predicted 2 [prɪ'dɪkt] v. 预言；预报；预知；预测
435 prediction 1 [pri'dikʃən] n.预报；预言
436 predictions 2 [prɪ'dɪkʃnz] 预言
437 predicts 2 [prɪ'dɪkt] v. 预言；预报；预知；预测
438 preseason 1 英 [priː'siːzn] 美 [priː'siːzən] adj. 活跃季节前的；旺季前的
428

听力特快 www.listeningexpress.com

presence 1 ['prezəns] n.存在；出席；参加；风度；仪态
440 previous 1 ['pri:vjəs] adj.以前的；早先的；过早的 adv.在先；在…以前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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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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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

的，内向的 adj.无官职的 n.列兵；二等兵

product 1 ['prɔdəkt, -ʌkt] n.产品；结果；[数]乘积；作品
444 progra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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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

程式

promising 1 ['prɔmisiŋ] adj.有希望的，有前途的 v.许诺，答应（promise的现在分词形式）
446 proposed 1 英 [prəʊ'pəʊzd] 美 [prə'poʊzd] adj. 被提议的
447 prospect 1 ['prɔspekt] n.前途；预期；景色 vi.勘探，找矿 vt.勘探，勘察
448 protection 1 [prəu'tekʃən] n.保护；防卫；护照
449 publish 1 ['pʌbliʃ] vt.出版；发表；公布 vi.出版；发行；刊印
450 pull 1 [pul] vt.拉；拔；拖 vi.拉，拖；拔 n.拉，拉绳；拉力，牵引力；拖 n.(Pull)人名；(法)皮尔；(德、瑞典)普尔
451 pushing 1 ['puʃiŋ] adj.奋斗的；莽撞的；有精力的；富有进取心的 n.推挤；推人犯规（篮球术语） v.推；促进；逼迫（push的ing
445

形式）

question 2 ['kwestʃən] n.问题，疑问；询问；疑问句 vt.询问；怀疑；审问 vi.询问；怀疑；审问
453 quiet 1 adj.安静的；安定的；不动的；温顺的 n.安静；和平 vt.使平息；安慰 vi.平静下来
454 race 1 n.属，种；种族，人种；家庭，门第；赛事，赛跑 vt.使参加比赛；和…竞赛；使急走，使全速行进 vi.比速度，参加竞
452

赛；全速行进 n.(Race)人名；(英)雷斯；(塞)拉采

radiation 2 n.辐射；放射物
456 raised 1 [[reizd] adj.凸起的；发酵的；浮雕的 v.提高（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举起；抚育，抚养
457 raises 1 ['reɪzɪz] n. 加薪；增加 名词raise的复数形式.
458 rancher 3 ['rɑ:ntʃə, 'ræn-] n.大农场经营者；大农场工人 n.(Rancher)人名；(意)兰凯尔
459 range 1 n.范围；幅度；排；山脉 vi.（在...内）变动；平行，列为一行；延伸；漫游；射程达到 vt.漫游；放牧；使并列；归类
455

于；来回走动

Ranges 1 n.[仪]量程，范围；[地理]山脉（range的复数） v.延伸（range的第三人称单数）；排列；把…分类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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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 reaches 1 [riːtʃ] v. 到达；伸出；达成；取得联系；延伸；（伸手）去够 n. 范围；影响力；河段；等级
463 really 1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464 reason 1 ['ri:zən] n.理由；理性；动机 vi.推论；劝说 vt.说服；推论；辩论 n.(Reason)人名；(英)里森
465 reasons 1 ['riːzənz] n.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
466 receives 1 [rɪ'siːv] v. 接到；收到；接待
467 reconnaissance 1 [ri'kɔnisəns] n.[军]侦察；勘测（等于reconnoissance）；搜索；事先考查
468 recor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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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

名；(法)勒科尔；(英)雷科德

records 1 [rɪ'kɔːds] n.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
470 red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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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 regions 1 ['ri:dʒənz] n. 区域，地区，地带（名词region的复数形式）
472 released 1 [rɪ'liːst] v. 释放；让予；准予发表，发布，发行；免除，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73 replace 1 [ri'pleis] vt.取代，代替；替换，更换；归还，偿还；把…放回原处
474 research 3 n.研究；调查 vi.研究；调查 vt.研究；调查 [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
475 researchers 3 ['rɪsɜːt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476 resources 2 [rɪ'sɔːsɪz] n. 资源；才智；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
477 retire 1 [ri'taiə] vi.退休；撤退；退却 vt.退休；离开；收回 n.退休；退隐；退兵信号
478 retur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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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 returned 1 [ri'tə:nd] adj.回国的；归来的；被送回的
480 reused 1 ['ri:ju:zd] adj.再生的 v.再用；重复利用（reuse的过去分词）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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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

人名；(英)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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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

rocks 1 n.[岩]岩石，岩礁；岩石礁石（rock复数形式） v.轻轻摇摆；发抖；演唱摇滚乐（rock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Rocks)
人名；(英、德)罗克斯

Romans 1 ['rəumənz] n.《罗马书》（《圣经·新约》中的一卷）
484 rover 3 ['rəuvə] n.漫游者；流浪者；漂泊者 n.(Rover)人名；(英)罗弗；(意)罗韦尔
485 rovers 1 n. 巡游者；海上掠夺
486 runs 1 [rʌnz] n.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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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

名；(英)拉什

saffir 1 n. 萨菲尔
489 sample 2 ['sɑ:mpl, 'sæ-] vt.取样；尝试；抽样检查 n.样品；样本；例子 adj.试样的，样品的；作为例子的 n.(Sample)人名；(英)桑
488

普尔

samples 1 ['sɑːmplz] n. 采样；示例 名词sample的复数形式.
491 s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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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

塞伊；(匈、罗)绍伊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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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

(Scale)人名；(意)斯卡莱

scanners 1 [s'kænəz] 窗帘
495 school 1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496 science 1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497 scientific 1 [,saiən'tifik] adj.科学的，系统的
498 scientist 1 ['saiəntist] n.科学家
499 scientists 4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500 sea 1 [si:] n.海；海洋；许多；大量
501 search 1 [sə:tʃ] vi.搜寻；调查；探求 vt.搜索；搜寻；调查；搜查；探求 n.搜寻；探究，查究 n.(Search)人名；(英)瑟奇
502 season 12 ['si:zən] n.时期；季节；赛季 vt.给…调味；使适应 vi.变得成熟；变干燥
503 seasons 2 ['siːznz] n. 季节 名词season的复数形式.
504 secon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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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

(Second)人名；(法)塞孔

se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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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 selected 1 [si'lektid] adj.挑选出来的
507 send 2 [send] vt.发送，寄；派遣；使进入；发射 vi.派人；寄信 n.上升运动 n.(Send)人名；(德)森德
508 series 1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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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

n.(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settlements 2 ['setlmənts] 沉降量；定居点，殖民地（settlement的复数）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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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513 shape 1 [ʃeip] n.形状；模型；身材；具体化 vt.形成；塑造，使成形；使符合 vi.形成；成形；成长 n.(Shape)人名；(瑞典)沙佩
514 sheep 4 [ʃiːp] n.羊，绵羊；胆小鬼
515 shoes 1 ['ʃuːz] n. 鞋子 名词shoe的复数形式.
516 should 1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517 shout 1 [ʃaut] vi.呼喊；喊叫；大声说 vt.呼喊；大声说 n.呼喊；呼叫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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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 sight 1 [sait] n.视力；景象；眼界；见解 vt.看见；瞄准 vi.瞄准；观看 adj.见票即付的；即席的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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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 signs 1 [saɪn] n. 手势；招牌；符号；迹象；正负号 v. 签；签名；做手势；做标记
522 simply 1 ['simpli] adv.简单地；仅仅；简直；朴素地；坦白地
523 Simpson 1 ['simpsn] n.辛普森（姓氏）
524 since 2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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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x 2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526 skepticism 1 ['skeptisizəm] n.怀疑论；怀疑的态度
527 sm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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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

人名；(英)斯莫尔

smallest 1 ['smɔːlɪst] adj. 最小的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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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 soil 1 [sɔil] n.土地；土壤；国家；粪便；务农；温床 vt.弄脏；污辱 vi.变脏
531 sola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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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拉尔
532 solutions 1 [sə'luːʃnz] n. 解答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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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

>稍微

someone 1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535 something 1 ['sʌmθiŋ] pron.某事；某物 n.重要的人；值得重视的事 adv.非常；有点；大约 adj.大约；有点象
536 source 1 [sɔ:s] n.来源；水源；原始资料 n.(Source)人名；(法)苏尔斯
537 space 3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538 spacecraft 2 ['speiskrɑ:ft, -kræft] n.[航]宇宙飞船，航天器
539 spacex 2 n.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美国的太空运输公司）
540 spans 1 [spæn] n. 时期；跨度；间距 vt. 延续；横跨；贯穿；遍及；弥补 动词spin的过去式形式.
541 species 1 ['spi:ʃi:z, -si:z] n.[生物]物种；种类 adj.物种上的
542 specific 1 [spi'sifik] adj.特殊的，特定的；明确的；详细的；[药]具有特效的 n.特性；细节；特效药
543 speed 1 [spi:d] vi.超速，加速；加速，迅速前行；兴隆 n.速度，速率；迅速，快速；昌盛，繁荣 vt.加快…的速度；使成功，使
534

繁荣 n.(Speed)人名；(英)斯皮德

spending 1 ['spendɪŋ] n. 经费(开销)
545 st 2 [es ti:] abbr.标准时间（standardtime）；Shipping装货单（ShippingTicket）
546 stands 1 [stænd] v. 站立；忍受；位于；停滞 n. 站立；货摊；停顿；看台
547 star 1 [stɑ:] n.星，恒星；明星；星形物 vt.用星号标于；由…主演，由…担任主角 vi.担任主角 adj.明星的，主角的；星形的 n.
544

(Star)人名；(瑞典)斯塔尔；(德)施塔尔

starting 1 ['stɑːtɪŋ] n. 出发；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
549 stat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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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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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 step 2 [step] n.步，脚步；步骤；步伐；梯级 vi.踏，踩；走 vt.走，迈步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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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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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 stor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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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3

(英、西、芬)斯托姆

storms 11 英 [stɔːm] 美 [stɔːrm] n. 暴风雨 v. 起风暴；猛攻；暴怒；捣毁
556 strongest 1 英 [strɒŋɡɪst] 美 [strɔːŋɡɪst] adj. 最强壮的 形容词strong的最高级.
557 successfully 1 [sək'sesfəli] adv.成功地；顺利地
558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559 suggesting 1 [sə'dʒest] vt. 建议；暗示；使想起；表明；要求
560 summer 1 ['sʌmə] n.夏季；全盛时期 vi.避暑；过夏天 adj.夏季的 n.(Summer)人名；(德)祖默；(英)萨默
561 su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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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 super 1 ['sju:pə] adj.特级的；极好的 n.特级品，特大号；临时雇员 n.(Super)人名；(英)休珀
563 supplemental 1 [,sʌpli'mentəl] adj.补充的（等于supplementary）；追加的
564 surface 1 ['sə:fis] n.表面；表层；外观 adj.表面的，肤浅的 vi.浮出水面 vt.使浮出水面；使成平面 n.(Surface)人名；(英)瑟菲斯
565 surrey 1 ['sʌri, 'sə:-] n.轻型四轮游览马车 n.(Surrey)人名；(英、意)萨里；(德)祖赖
566 system 2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567 systems 2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568 tag 1 [tæg] n.标签；名称；结束语；附属物 vt.尾随，紧随；连接；起浑名；添饰 vi.紧随 n.(Tag)人名；(丹)塔；(阿拉伯)塔杰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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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 1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570 technological 1 [,teknə'lɔdʒikəl] adj.技术的；工艺的
571 tells 1 [tel] v. 告诉；吩咐；讲述；表达；辨别；判断；泄露；告发；产生效果
572 terraforming 2 n.地球化; 土地改造; 外星环境地球化 v.使地球化（terraform的ing形式）
573 terrestrial 2 [ti'restriəl, tə-] adj.地球的；陆地的，[生物]陆生的；人间的 n.陆地生物；地球上的人
574 testing 1 ['testiŋ] n.[试验]测试 adj.试验的；棘手的 v.测验；考查；受考验（test的ing形式）
575 tests 1 [test] n. 考验；试验；测试 vt. 试验；测试；接受测验
576 th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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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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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 that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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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 the 11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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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 them 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582 themselves 1 [ðəm'selvz, ðem-] pron.他们自己；他们亲自
583 then 2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584 there 16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585 thermometers 1 n. 温度计（thermometer的复数）
586 these 3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587 they 5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588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589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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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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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593 though 1 [ðəu] adv.可是，虽然；不过；然而 conj.虽然；尽管 prep.但
594 through 1 [θru:] prep.通过；穿过；凭借 adv.彻底；从头至尾 adj.直达的；过境的；完结的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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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

名；(俄)季梅；(英)泰姆；(罗)蒂梅
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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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话·威妥玛)

today 2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598 toget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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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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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 touched 1 adj.受感动的；神经兮兮的 v.触摸（touc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02 towards 1 [tə'wɔ:dz, tu-, 'təuədz, twɔ:dz] prep.朝，向；对于；有助于
603 tradition 1 [trə'diʃən] n.惯例，传统；传说
604 transcript 1 ['trænskript, 'trænz-, 'trɑ:n-] n.成绩单；抄本，副本；文字记录
605 trivia 1 ['triviə] n.琐事
606 tropical 2 ['trɔpikəl] adj.热带的；热情的；酷热的
607 try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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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 tube 1 [tju:b, tu:b] n.管；电子管；隧道；电视机 vt.使成管状；把…装管；用管输送 vi.乘地铁；不及格
609 turned 2 adj.被转动的；变质的；车削的 v.使变成（turn的过去式）；转动
610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611 tyler 2 ['tailə] n.泰勒（男子名）；秘密会所看守人（共济会的）
612 type 1 [taip] n.类型，品种；模范；样式 vt.打字；测定（血等）类型 vi.打字 n.(Type)人名；(英)泰普
613 undeniable 1 [,ʌndi'naiəbl] adj.不可否认的；公认优秀的；无可争辩的
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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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1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615 understanding 1 [,ʌndə'stændiŋ] n.谅解，理解；理解力；协议 adj.了解的；聪明的；有理解力的 v.理解；明白（understand的ing
614

形式）

unexpected 1 [,ʌnik'spektid] adj.意外的，想不到的
617 unidentified 4 adj.未经确认的；未辨别出的，身份不明的
618 universe 1 ['ju:nivə:s] n.宇宙；世界；领域
619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620 unknown 1 ['ʌn'nəun] adj.未知的；陌生的，默默无闻的 n.未知数；未知的事物，默默无闻的人
621 unlike 1 [,ʌn'laik] adj.不同的，不相似的 prep.和…不同，不像
622 until 1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623 u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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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 upcoming 1 ['ʌp,kʌmiŋ] adj.即将来临的
625 updated 1 [ʌp'deɪtɪd] adj. 更新的；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26 us 2 pron.我们
627 used 3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628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629 valuable 1 ['væljuəbl] adj.有价值的；贵重的；可估价的 n.贵重物品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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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1 viewers 1 ['vjuːəz] n. 观看者；观察者 名词viewer的复数形式.
632 Viking 2 ['vaikiŋ] n.北欧海盗
633 volcano 1 [vɔl'keinəu] n.火山
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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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 wants 1 ['wɒnts] n.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636 war 1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637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638 watchful 1 ['wɔtʃful, 'wɔ:-] adj.注意的；警惕的；警醒的
639 water 6 n.水；海水；雨水；海域，大片的水 vt.使湿；供以水；给…浇水 vi.加水；流泪；流口水 n.(Water)人名；(英)沃特
640 w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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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 w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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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 weakest 1 [wiːkɪst] adj. 最弱的 形容词weak的最高级形式.
643 weather 1 ['weðə] n.天气；气象；气候；处境 vt.经受住；使风化；侵蚀；使受风吹雨打 vi.风化；受侵蚀；经受风雨 adj.露天
616

的；迎风的 n.(Weather)人名；(英)韦瑟

week 1 [wi:k] n.周，星期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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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 we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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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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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 were 6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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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 whe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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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7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652 whether 1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653 which 7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654 why 5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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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 wi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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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1

(Wind)人名；(英、德、瑞典)温德
657

winds

1 ['waɪndz] [ wind ]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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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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9 wmo 1 n.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
660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61 wool 1 [wul] n.羊毛；毛线；绒线；毛织品；毛料衣物 n.(Wool)人名；(英)伍尔
662 word 1 [wə:d] n.[语]单词；话语；消息；诺言；命令 vt.用言辞表达 n.(Word)人名；(英)沃德
663 wor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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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8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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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ing)人名；(英)沃金

working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666 would 3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667 year 10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668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669 yet 3 [jet] adv.还；但是；已经 conj.但是；然而 n.(Ye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一
670 you 5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671 your 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672 yours 1 pron.你（们）的东西；你的责任[义务]；你的家属；来信，尊函 adj.你（们）的（东西）；信末署名前用语
673 zipping 1 ['zɪpɪŋ] n. 尖啸声(拉链)
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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