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n10 2021-05-13 词汇表
AAA 1 [ˌeɪeɪ'eɪ] abbr. 业余体育协会(英)=(Amateur Athletic Association) abbr. 美国汽车协会(=American Automobile Associat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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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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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使适合

acrophobic 1 [əkrə'fəʊbɪk] [ acrophobe ]的相关形容词
5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6 actually 3 adv.实际上；事实上
7 adapt 1 [ə'dæpt] vt.使适应；改编 vi.适应
8 adaptable 1 [ə'dæptəbl] adj.适合的；能适应的；可修改的
9 adapting 1 [ə'dæptɪŋ] n. 配合；适应 动词adapt的现在分词形式.
10 adding 1 ['ædiŋ] v.增加（add的ing形式） n.(Adding)人名；(瑞典)阿丁
11 additional 1 [ə'diʃənəl] adj.附加的，额外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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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14 afternoon 1 [,ɑ:ftə:'nu:n, ,æf-, 'ɑ:ftə'nu:n, 'æf-] n.午后，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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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r 2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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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irlines 1 ['erlaɪns] n. 航空公司
19 airport 1 ['εəpɔ:t] n.机场；航空站
20 Alabama 1 [,ælə'bæmə] n.阿拉巴马州（美国州名）
21 all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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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llow 1 [ə'lau] vt.允许；给予；认可 vi.容许；考虑
23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24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25 aluminum 2 [ə'lju:minəm] n.铝
26 America 1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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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using 1 [ə'mju:ziŋ] adj.有趣的，好玩的；引人发笑的 v.逗乐；打发；使…高兴（amuse的ing形式）
29 an 1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0 analyst 1 ['ænəlist] n.分析者；精神分析医师；分解者
31 analysts 1 ['ænəlɪsts] n. 分析员 名词analyst的复数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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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and 37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34 animation 1 [,æni'meiʃən] n.活泼，生气；激励；卡通片绘制
35 any 1 ['eni] adj.任何的；所有的；丝毫 pron.任何；任何一个；若干 adv.稍微；少许 n.(Any)人名；(法、罗)阿尼
36 anything 2 ['eniθiŋ] pron.任何事
37 application 1 n.应用；申请；应用程序；敷用；（对事物、学习等）投入
38 April 1 ['eiprəl] n.四月
39 Arab 1 ['ærəb] adj.阿拉伯的 n.阿拉伯人；阿拉伯马
40 architect 3 ['ɑ:kitekt] n.建筑师 缔造者
41 architecture 1 n.建筑学；建筑风格；建筑式样；架构
42 are 9 [强ɑ:, 弱ə] v.是（be的第二人称单复数现在式） n.公亩 n.(Are)人名；(意、西、芬)阿雷
43 around 2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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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hur 2 ['ɑ:θə] n.亚瑟（男子名）；亚瑟王（传说中六世纪前后英国的国王，圆桌骑士团的首领）
45 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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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aside 1 [ə'said] adv.离开，撇开；在旁边 n.旁白；私语，悄悄话；离题的话 prep.在…旁边
47 assuming 1 [ə'sju:miŋ] adj.傲慢的；不逊的；僭越的 v.假设（assume的ing形式）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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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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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lanta 1 [ət'læntə] n.亚特兰大（美国城市）
50 attack 1 [ə'tæk] n.攻击；抨击；疾病发作 vt.攻击；抨击；动手干 vi.攻击；腐蚀 n.(Attack)人名；(瑞典)阿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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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间色

award 1 [ə'wɔ:d] vt.授予；判定 n.奖品；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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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1 [ˌbærɪ'keɪd] n. 【C】路障；街垒；障碍物；栅栏 n. (常用复数形式)barricades:有激烈争论的领域或议题 vt. 设路障挡
住；阻拦；封锁

barrica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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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beautiful 1 ['bju:tiful] adj.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
57 become 2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58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59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60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61 begin 2 [bɪˈ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62 behavior 1 [bi'heivjə] n.行为，举止；态度；反应
63 between 3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64 beyo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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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biggest 3 [bɪgɪst] adj. 最大的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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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Birmingham 1 ['bə:miŋəm] n.伯明翰（英国一座城市）
68 Borders 1 n.鲍德斯（公司名，第一家进行全球性扩张的美国图书零售商）
69 both 2 [bəuθ] adj.两个的；两者的 adv.并；又；两者皆 pron.双方都；两者都 conj.既…且… n.(Both)人名；(德、罗、捷、南非、
55

匈)博特

bothers 1 英 ['bɒðə(r)] 美 ['bɑːðər] v. 烦扰；使恼怒；使不安；费心 n. 麻烦；烦扰；焦急
71 bottles 1 英 ['bɒtl] 美 ['bɑːtl] n. 瓶子 vt. 抑制；把 ... 装入瓶内
72 brain 1 [brein] n.头脑，智力；脑袋 vt.猛击…的头部 n.(Brain)人名；(英)布雷恩
73 brings 1 [brɪŋz] v. 带来；促使；引起；劝诱（动词brin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74 brook 1 [bruk] vt.忍受；容忍 n.小溪；小河
75 build 1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76 building 2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77 buildings 2 ['bɪldɪŋz] n.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
78 built 1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79 busiest 1 adj.最忙的（busy的最高级形式）
80 bu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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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bu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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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buying 1 n.买进 v.购买；获得；收买（buy的ing形式）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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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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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calling 1 ['kɔ:liŋ] n.职业；欲望；点名；召集；邀请 v.召；呼唤（call的现在分词）；称之为
86 calls 1 ['kɔːlz] n. 呼唤；命令；电话；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
87 ca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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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的）食品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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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89 capital 1 ['kæpitəl] n.首都，省会；资金；大写字母；资本家 adj.首都的；重要的；大写的 n.(Capital)人名；(法)卡皮塔尔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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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Carl 3 [kɑ:l] n.卡尔（男名）
92 Carolina 2 [,kærə'lainə] n.卡罗莱纳州（在美国东南部）
93 catholic 1 ['kæθəlik] adj.天主教的；宽宏大量的 n.天主教徒；罗马天主教
94 caused 1 [kɔː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95 cents 2 [sents] n. 分，一分钱的硬币( cent的名词复数 )
96 CEO 2 abbr.首席执行官；执行总裁（chiefexecutiveofficer）
97 charged 1 [tʃɑ:dʒd] adj.带电的；充满感情的；气氛紧张的 vt.填充
98 china 1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99 circular 1 adj.循环的；圆形的 n.通知，传单
100 Cities 1 n.都市（歌曲名）
101 city 3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102 cityscape 1 ['sitiskeip] n.都市风景；城市风光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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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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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n 6 [ˌsiːen'en] abbr. 美国有线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
105 co 2 abbr.一氧化碳（carbonmonoxide）；哥伦比亚（Colombia）；现付票（CashOrder）；货源证书（CertificateofOrigin） n.(Co)
104

人名；(中)措(藏语·汉语拼音)

coast 1 [kəust] vi.滑行；沿岸航行 vt.沿…岸航行 n.海岸；滑坡 n.(Coast)人名；(英)科斯特
107 colonial 4 [kə'ləunjəl] n.殖民地居民 adj.殖民地的，殖民的
108 colors 1 ['kɒlərz] n. 彩色 名词color的复数形式.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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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commanders 1 Commander Islands in the Bering Sea 白令海群岛军队司令官
111 common 1 ['kɔmən] adj.共同的；普通的；一般的；通常的 n.普通；平民；公有地 n.(Common)人名；(法)科蒙；(英)康芒
112 communities 1 [kə'mjuːnəti] n. 社区；社会；公众；共同体；团体；共享；共有；[生]群落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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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compression 1 [kəm'preʃən] n.压缩，浓缩；压榨，压迫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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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concrete 1 [kən'kri:t, 'kɔnkri:t] adj.混凝土的；实在的，具体的；有形的 vi.凝结 vt.使凝固；用混凝土修筑 n.具体物；凝结物
117 conflict 1 [kən'flikt, 'kɔnflikt] n.冲突，矛盾；斗争；争执 vi.冲突，抵触；争执；战斗
118 construction 2 [kən'strʌkʃən] n.建设；建筑物；解释；造句
119 consumers 1 [kən'sjuːməs] n. 顾客 名词consumer的复数形式.
120 continue 1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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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convertible 1 [kən'və:təbl] adj.可改变的；同意义的；可交换的 n.有活动折篷的汽车
123 cooperation 1 [kəu,ɔpə'reiʃən] n.合作，协作；[劳经]协力
124 copy 1 ['kɔpi] vi.复制；复印；抄袭 vt.复制；复印；抄袭 n.副本；一册；摹仿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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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costs 1 ['kɒsts] n. 费用；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
127 could 2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128 covid 2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129 create 2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130 crude 2 [kru:d] adj.粗糙的；天然的，未加工的；粗鲁的 n.原油；天然的物质
131 crunch 1 [krʌntʃ] n.咬碎，咬碎声；扎扎地踏 vt.压碎；嘎扎嘎扎的咬嚼；扎扎地踏过 vi.嘎吱作响地咀嚼；嘎吱嘎吱地踏过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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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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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ber 1 ['saɪbə] pref. 电脑的；网络的
134 daily 1 ['deili] adj.日常的；每日的 n.日报；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日常地；每日；天天 n.(Daily)人名；(英)戴利
135 damper 1 ['dæmpə] n.[航][电子][机]阻尼器；[车辆]减震器；气闸
136 date 2 [deit] n.日期；约会；年代；枣椰子 vi.过时；注明日期；始于（某一历史时期） vt.确定…年代；和…约会 n.(Date)人名；
133

(日)伊达(姓)；(英)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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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declared 1 [di'klεəd] adj.公然的；公开宣布的
139 defense 1 [di'fens] n.防卫，防护；防御措施；防守 vt.谋划抵御
140 demand 2 [di'mɑ:nd, -'mænd] vt.要求；需要；查询 vi.需要；请求；查问 n.[经]需求；要求；需要 n.(Demand)人名；(德)德曼德
141 design 1 [di'zain] vt.设计；计划；构思 n.设计；图案 vi.设计
142 designed 3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143 detect 1 [di'tekt] vt.察觉；发现；探测
144 develop 2 [di'veləp] vt.开发；进步；使成长；使显影 vi.发育；生长；进化；显露
145 developed 1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146 different 4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147 distributing 1 [dɪs'trɪbjʊ(ː)tɪŋ] adj. 分布的 及物动词distribute的现在分词.
148 distribution 1 n.分布；分配；供应
149 distributor 1 n.经销商；批发商；[电]分配器；分配者；散布者；[电]配电盘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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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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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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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door 1 [dɔ:] n.门；家，户；门口；通道 n.(Door)人名；(英)多尔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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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去 n.(Down)人名；(英)唐

dozens 1 ['dʌznz] n. 几十；许多
156 drive 1 [draiv] vi.开车；猛击；飞跑 vt.推动，发动（机器等）；驾驶（马车，汽车等）；驱赶 n.驱动器；驾车；[心理]内驱力，
155

推进力；快车道

dry 2 [drai] adj.干的；口渴的；枯燥无味的；禁酒的 vt.把…弄干 vi.变干 n.干涸 n.(Dry)人名；(法)德里
158 during 1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159 earlier 1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160 ea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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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conomy 1 [i'kɔnəmi] n.经济；节约；理财 n.(Economy)人名；(英)伊科诺米
162 effects 1 [i'fekts] n.效果（effect的复数形式）；财物
163 eighty 1 ['eiti] n.八十；八十岁；八十年代 adj.八十的，八十个的；八十岁的 num.八十
164 elevating 1 ['eliveitiŋ] adj.引人向上的 n.升降机构 v.使升高（elevate的现在分词形式）；提起
165 elevators 1 ['elɪveɪtəz] 电梯
166 eliminated 1 [ɪ'lɪmɪneɪt] v. 除去；剔除；忽略；淘汰
167 elsewhere 1 [,els'hwεə] adv.在别处；到别处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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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ncouraging 1 [in'kʌridʒiŋ] adj.令人鼓舞的；鼓励的，奖励的 v.鼓励，支持（encourage的ing形式）
170 end 4 [end] n.结束；目标；尽头；末端；死亡 vi.结束，终止；终结 vt.结束，终止；终结 n.(End)人名；(英、德)恩德
171 energy 1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172 engineer 2 [,endʒi'niə] n.工程师；工兵；火车司机 vt.设计；策划；精明地处理 vi.设计；建造
173 engineering 1 [,endʒi'niəriŋ] n.工程，工程学 v.设计；管理（engineer的ing形式）；建造
174 entire 1 [in'taiə] adj.全部的，整个的；全体的 n.(Entire)人名；(英)恩泰尔
175 environmental 1 [in,vaiərən'mentəl] adj.环境的，周围的；有关环境的
176 environmentally 1 [en,vairən'mentli] adv.有关环境方面
157

听力特快 www.listeningexpress.com

escalate 1 ['eskəleit] vi.逐步增强；逐步升高 vt.使逐步上升
178 et 2 [i:ti:] conj.（拉丁语）和（等于and）
179 eve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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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等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everybody 1 ['evri,bədi] pron.每个人；人人
181 everyone 2 ['evriwʌn] pron.每个人；人人 n.每个人
182 everything 2 pron.每件事物；最重要的东西；（有关的）一切；万事
183 evict 1 [i'vikt] vt.驱逐；逐出
184 existing 1 [ig'zistiŋ] adj.目前的；现存的 v.存在（exist的现在分词）
185 experience 1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186 experts 1 英 ['ekspɜːt] 美 ['ekspɜːr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187 eyed 1 [aid] adj.有…眼的 v.看；注视；考虑（eye的过去分词） n.(Eyed)人名；(阿拉伯)埃耶德
188 factor 2 ['fæktə] n.因素；要素；[物]因数；代理人 vi.做代理商 vt.把…作为因素计入；代理经营；把…分解成 n.(Factor)人名；
180

(英)法克特
189

Fairfax

1 ['fεəfæks] n.费尔法克斯郡（位于弗吉尼亚州的东北部）；费尔法克斯（男子名、姓氏）；费尔法克斯（澳大利亚报纸

名）
190

fall

1 [fɔ:l] vi.落下；变成；来临；减弱 n.下降；秋天；瀑布 vt.砍倒；击倒 adj.秋天的 n.(Fall)人名；(法、芬、瑞典)法尔；(英、
匈)福尔；(阿拉伯)法勒

families 1 ['fæməlɪz] n.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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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德、英、俄、芬、捷、瑞典)法斯特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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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deral)人名；(英)费德勒尔

Federal

feet 1 ['fi:t, fi:t] n.脚（foot的复数形式）；尺；韵脚
195 female 7 ['fi:meil] adj.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n.女人；[动]雌性动物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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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fifteen 1 ['fifti:n] n.十五；十五个；十五人组成的橄榄球队 adj.十五的 num.十五
198 fighting 2 ['faitiŋ] adj.战斗的；好战的；适于格斗的 n.战斗，搏斗 v.奋斗（fight的ing形式）；打仗；与…进行拳击
199 fill 1 [fil] vt.装满，使充满；满足；堵塞；任职 vi.被充满，膨胀 n.满足；填满的量；装填物 n.(Fill)人名；(德、俄、匈)菲尔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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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fired 1 n.因祸得福（电影名） fi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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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flare 1 vt.使闪耀；使张开；用发光信号发出；使外倾 vi.闪耀，闪光；燃烧；突然发怒 n.加剧，恶化；底部展开；（鼻孔）张
194

开的意思；闪光，闪耀；耀斑；爆发；照明弹

flights 1 [flaɪt] n. 飞行；航班；镖尾；逃走，逃离，溃逃
205 Florida 1 ['flɔridə] n.佛罗里达（美国东南部的州）
206 for 1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207 forces 1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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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fought 1 [fɔ:t] v.战斗（fight的过去分词）；打架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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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four 2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212 friendly 1 ['frendli] adj.友好的；亲切的；支持的；融洽的，和睦的 adv.友善地；温和地 n.(Friendly)人名；(英)弗兰德利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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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Fu 1 abbr.字段单元（FieldUnit）；芬森单位（FinsenUnit）；流量单位（fluxunit）；熔断器（fuse）
215 fuel 6 ['fjuəl] vi.得到燃料 vt.供以燃料，加燃料 n.燃料；刺激因素
216 fully 1 ['fuli] adv.充分地；完全地；彻底地 n.(Fully)人名；(法)菲利
217 future 1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218 gallon 2 ['gælən] n.加仑（容量单位） n.(Gallon)人名；(法、意、瑞典)加隆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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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 8 [gæs] n.气体；[矿业]瓦斯；汽油；毒气 vt.加油；毒（死） vi.加油；放出气体；空谈 n.(Gas)人名；(法、德、西)加斯
220 gasoline 6 ['gæsəli:n] n.汽油
221 gaza 3 ['geizə] n.加沙（地中海岸港市）
222 generation 1 [,dʒenə'reiʃən] n.一代；产生；一代人；生殖
223 Georgia 2 ['dʒɔ:dʒjə] n.乔治亚州；格鲁吉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乔治娅（女子名）
224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225 gives 1 [ɡɪv] v. 给；赠予；送；捐助；提供；供给；举行；弯曲 n. 弹性
226 giving 1 ['gɪvɪŋ] n. 给予；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
227 glass 3 [glɑ:s, glæs] n.玻璃；玻璃制品；镜子 vt.反映；给某物加玻璃 vi.成玻璃状 n.(Glass)人名；(英、法、德、意)格拉斯
228 glassy 1 ['glɑ:si, 'glæs-] adj.像玻璃的；光亮透明的；呆滞的
229 go 1 vi.走；达到；运转；趋于 n.去；进行；尝试 vt.忍受；出产；以…打赌 （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
219

gone现在分词going）

goal 1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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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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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Going)人名；(英)戈因

good 2 [gud] adj.好的；优良的；愉快的；虔诚的 n.好处；善行；慷慨的行为 adv.好 n.(Good)人名；(英)古德；(瑞典)戈德
234 gotten 1 ['gɔtən] v.得到；达到（get的过去分词）
235 gouge 1 [gaudʒ] vt.用半圆凿子挖；欺骗 n.沟；圆凿；以圆凿刨 n.(Gouge)人名；(英)古奇；(法)古热
236 government 1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237 governors 1 调速器
238 granholm 1 n. 格兰霍姆
239 hack 1 vt.砍，猛踢 vi.砍，非法侵入（他人计算机系统） n.雇佣文人；杂务人员；砍 n.(Hack)人名；(英、西、芬、阿拉伯、毛
233

里求)哈克；(法)阿克

hacked 1 [hækt] 生气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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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hand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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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244 ha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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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hav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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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247 heart 1 [hɑ:t] n.心脏；感情；勇气；心形；要点 vt.鼓励；铭记 vi.结心 n.(Heart)人名；(英)哈特
248 heat 1 [hi:t] n.高温；压力；热度；热烈 vt.使激动；把…加热
249 height 1 [hait] n.高地；高度；身高；顶点
250 hi 1 [hai] int.嗨！（表示问候或用以唤起注意） n.(Hi)人名；(柬)希
251 high 2 [hai] adj.高的；高级的；崇高的；高音调的 n.高水平；天空；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高压地带 adv.高；奢侈地 n.(High)人
240

名；(英)海伊

highest 1 ['haiist] adj.最高的
253 his 3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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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hoard 1 [hɔ:d] vi.积聚钱财；贮藏货物 vt.贮藏 n.贮藏物 n.(Hoard)人名；(英)霍尔德
256 holtzman 4 n. 霍尔茨曼
257 holy 3 [['həuli] adj.圣洁的，神圣的；至善的 n.神圣的东西 （俚）太棒了 n.(Holy)人名；(英、德、匈)霍利
258 homemade 1 ['həum'meid] adj.自制的；国产的；像家里做的
259 homes 1 英 [həʊm] 美 [hoʊm] n. 家；家庭；收容所；栖息地；发源地 adv. 在家；回家；在国内；回国；正中目标 adj. 家用的；国
252

内的；总部的；（比赛）主场的 v. 提供住处；朝向

hoped 1 英 [həʊpt] 美 [hoʊpt] adj. 希望的；盼望的 动词hop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61 hospital 1 ['hɔspitəl] n.医院 n.(Hospital)人名；(英)霍斯皮特尔
262 hours 1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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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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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英)豪斯

house

houses 1 ['hauziz] n.住宅；家园；洋房（house的复数）；房子的总称
265 how 4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266 Huang 13 n.黄（姓氏）
267 hundreds 2 ['hʌndrədz] n. 数百；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
268 if 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269 impacts 1 ['ɪmpækt] n. 影响；冲击力；撞击 vt. 挤入；压紧；撞击；对 ... 发生影响 vi. 冲击；撞击；产生影响
270 in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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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increasing 1 [in'kri:siŋ] adj.越来越多的，渐增的 v.增加，加大（increase的ing形式）
273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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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injured 2 ['indʒəd] adj.受伤的；受损害的
276 innovating 1 ['ɪnəveɪt] v. 改革；创新
277 innovations 1 [ɪnə'veɪʃnz] 创新
278 innovative 1 adj.革新的，创新的；新颖的；有创新精神的
279 inside 1 [,in'said, 'in-] n.里面；内部；内情；内脏 adj.里面的；内部的；秘密的 adv.在里面 prep.少于；在…之内
280 insists 1 [ɪn'sɪst] vt. 坚持；坚决主张 vi. 坚持；强调
281 intercepted 1 英 [ˌɪntə'sept] 美 [ˌɪntər'sept] n. 截取；妨碍；截距 vt. 拦截；阻止
282 into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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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intrepid 1 [in'trepid] adj.无畏的；勇敢的；勇猛的
284 is 1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85 Islamic 1 [iz'læmik] adj.穆斯林的；伊斯兰教的
286 isn 1 abbr. 集成供应网络(=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
287 Israel 5 ['izreiəl] n.以色列（亚洲国家）；犹太人，以色列人
288 Israeli 5 [iz'reili] adj.以色列的；以色列人的 n.以色列人
289 Israelis 2 [ɪz'reɪli] adj. 以色列的 n. 以色列人
290 it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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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性别或情况不详时指代 pron.作无人称动词的主语，表示天气、时日、距离、状态、温度等等 abbr.信息技术

informationtechnology

its 4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292 jen 1 [dʒen] n.珍（女子名）
293 jennifer 1 ['dʒenifə] n.詹尼弗（女子名）
294 Jerusalem 2 n.耶路撒冷(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古城,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
295 Jewish 1 ['dʒu:iʃ] adj.犹太人的；犹太族的
296 jumped 1 [dʒʌmp] n. 跳跃；跳动；上涨 v. 跳越；暴涨
297 jungle 1 ['dʒʌŋgl] n.丛林，密林；危险地带 adj.丛林的；蛮荒的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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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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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lled 2 [kild] adj.被杀死的；镇静的；隔开的 vt.杀（kill的过去分词）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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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kinds 3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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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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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largest 1 ['laːdʒɪst] adj. 最大的
305 last 2 [lɑ:st, læst] n.末尾，最后；上个；鞋楦（做鞋的模型） adj.最后的；最近的，最新的；仅剩的；最不可能…的 vi.持续；维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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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late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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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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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nched 1 [lɔː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308 l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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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Lead)人名；(英)利德

leader 1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310 leaders 1 [liːdəs] n. [计算机]前导字符；领袖；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
311 leads 1 ['ledz] n.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
312 least 2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313 leaving 1 ['li:viŋ] n.离开；残余；渣滓 v.离开；留下；舍弃（leave的ing形式）
314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315 lift 2 [lift] vt.举起；提升；鼓舞；空运；抄袭 vi.消散；升起；耸立 n.电梯；举起；起重机；搭车
316 lik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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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lines 1 [laɪnz] n. (剧本中的)台词；诗歌；线条；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
318 live 1 [lɪv,lʌɪv] adj.活的；生动的；实况转播的；精力充沛的 vt.经历；度过 vi.活；居住；生存 n.(Live)人名；(法)利夫
319 ll 1 abbr.陆上通信线（LandLines）；下限（LowerLimit）；低电平（LowLevel）
320 local 1 ['ləukəl] n.[计]局部；当地居民；本地新闻 adj.当地的；局部的；地方性的；乡土的
321 locally 1 ['ləukəli] adv.局部地；在本地
322 longer 2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323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324 looks 1 [lʊks] n. 外貌(恒用复数)
325 mac 1 [mæk] abbr.测量与控制（MeasurementandControl）；机器辅助识别（MachineAidedCognition）；多路存取计算机（Multi309

AccessComputer）；多功能计算机（MultiactionComputer） n.(Mac)人名；(法、德、罗)马克；(英)马克

machine 1 [mə'ʃi:n] n.机械，机器；机构；机械般工作的人 vt.用机器制造 n.(Machine)人名；(意)马基内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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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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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mal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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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葡、意、罗、捷、尼、老、缅、柬)曼；(日)万(名)

Manhattan 1 [mæn'hætən; mən-] n.曼哈顿岛（美国的一个区）
332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333 material 2 [mə'tiəriəl] adj.重要的；物质的，实质性的；肉体的 n.材料，原料；物资；布料
334 materials 4 [mə'tɪərɪəlz] n. 原料；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
335 may 4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336 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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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medical 3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338 mid 2 [mid] adj.中间的；中央的 prep.在…之中 n.(Mid)人名；(柬)米
339 middle 1 adj.中间的，中部的；中级的，中等的 n.中间，中央；腰部
340 migh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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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mile 1 [mail] n.英里；一英里赛跑；较大的距离 n.(Mile)人名；(塞、匈、法)米莱
342 militant 1 adj.好战的 n.富有战斗性的人；好斗者；激进分子
343 militants 1 n.激进分子，好斗分子( militant的名词复数 )
344 military 1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345 ministry 1 ['ministri] n.（政府的）部门
346 missile 1 ['misail, -səl] n.导弹；投射物 adj.导弹的；可投掷的；用以发射导弹的
347 mission 1 ['miʃən] n.使命，任务；代表团；布道 vt.派遣；向……传教
348 modular 1 ['mɔdjulə, -dʒu-] adj.模块化的；模数的；有标准组件的
349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350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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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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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莫雷

morning 1 ['mɔ:niŋ] n.早晨；黎明；初期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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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法、芬、捷、英)莫斯特

mostly 1 ['məustli] adv.主要地；通常；多半地
355 mountain 1 [ˈmauntin，ˈmaʊntən] n.山；山脉 n.(Mountain)人名；(英)芒廷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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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muslim 1 ['muzlim; 'mʌz-] n.穆斯林；穆罕默德信徒 adj.伊斯兰教的
358 national 2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359 nature 1 ['neitʃə] n.自然；性质；本性；种类 n.(Nature)人名；(法)纳蒂尔
360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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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need 3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363 new 8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364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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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nian 1 n. 尼恩
367 n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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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 norm 1 [nɔːm] n.标准，规范
369 north 1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370 not 9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371 now 7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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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 observatory 1 [əb'zə:vitəri, ɔb-] n.天文台；气象台；瞭望台
374 observers 1 [əb'zɜːvəz] 观测器
375 of 4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76 off 2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377 offer 1 [ˈɒfə] vt.提供；出价；试图 n.提议；出价；意图；录取通知书 vi.提议；出现；献祭；求婚
378 office 1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379 offline 1 英 [ˌɒf'laɪn] 美 [ˌɔːf'laɪn] adv. 脱机地；挂线地 adj. 脱机的；挂线的
380 oil 4 [ɔil] n.油；石油；油画颜料 vt.加油；涂油；使融化 vi.融化；加燃油
381 old 2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382 O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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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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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 ongoing 1 ['ɔn,gəuiŋ, 'ɔ:n-] adj.不间断的，进行的；前进的 n.前进；行为，举止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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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 operation 1 [,ɔpə'reiʃən] n.操作；经营；[外科]手术；[数][计]运算
387 operations 2 n.运营；运作；业务操作（operation的复数）
388 options 1 ['ɒpʃnz] 选择；选择权,名词option的复数形式
389 o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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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391 others 2 pron.其他人
392 our 6 ['auə, ɑ:] pron.我们的
393 ou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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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

灭；驱逐

outages 2 n.（尤指电力的）断供期，断供( outage的名词复数 )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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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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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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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土)奥韦尔

overcharge 1 [,əuvə'tʃɑ:dʒ, 'əuvətʃɑ:dʒ] n.过度充电；超载；装药过多 vt.对……索价过高；使……过度充电 vi.过度充电；讨价过高
398 pace 1 n.一步；步速；步伐；速度 vi.踱步；缓慢而行 vt.踱步于；用步测 n.(Pace)人名；(捷)帕采；(英)佩斯；(法)帕斯；(罗)帕
397

切

Palestinian 4 adj. 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人的 n. 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
400 palestinians 5 [ˌpælɪs'tɪnɪənz] n. 巴勒斯坦人 名词palestinian的复数形式.
401 pandemic 3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402 panels 1 ['pænl] n. 嵌板；仪表盘；面板；座谈小组；陪审团 v. 嵌镶
403 panic 2 ['pænik] n.恐慌，惊慌；大恐慌 adj.恐慌的；没有理由的 vt.使恐慌 vi.十分惊慌 n.(Panic)人名；(罗)帕尼克
404 p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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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

特；(泰)巴；(法)帕尔

partly 1 ['pɑ:tli] adv.部分地；在一定程度上
406 partners 1 英 ['pɑːtnə(r)] 美 ['pɑːrtnər] n. 伙伴；搭档；伴侣；合伙人 v. 同 ... 合作；做 ... 的搭档
407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408 past 1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409 pay 1 vt.支付，付；偿还，补偿；给予 vi.付款；偿还 n.工资，薪水；付款；报答 adj.收费的；需付费的
410 people 6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411 percen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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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perch 1 [英[pɜːtʃ] 美[pɝtʃ]] n.鲈鱼;高位；栖木；杆 vt.栖息；就位；位于；使坐落于 vi.栖息；就位；位于 n.(Perch)人名；(俄)佩
405

尔奇；(丹)佩克

pH 2 [,pi: 'eitʃ] abbr.酸碱度符号（描述氢离子活度的）
414 phobic 1 ['fəubik] adj.恐惧症的；病态性恐惧的
415 pipeline 5 n.管道；输油管；传递途径
416 places 2 [pleɪsɪz] n. 地点，地方；位置；位数（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 v. 放置（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417 plastic 3 ['plæstik,'plɑ:s-] adj.塑料的；（外科）造型的；可塑的 n.塑料制品；整形；可塑体
418 plateau 1 ['plætəu, plæ't-] n.高原；稳定水平；托盘；平顶女帽 vi.达到平衡；达到稳定时期
419 plenty 1 ['plenti] n.丰富，大量；充足 adj.足够的，很多的 adv.足够 n.(Plenty)人名；(英)普伦蒂
420 poa 1 abbr.（美国）警官协会（PoliceOfficers'Association）；聚己内酰胺纤维
421 police 2 [pə'li:s] n.警察，警方；治安 vt.监督；管辖；维持治安；为…配备警察 adj.警察的；有关警察的
422 populations 1 [pɒpjʊ'leɪʃnz] 居群
423 portable 2 ['pɔ:təbl, 'pəu-] adj.手提的，便携式的；轻便的 n.手提式打字机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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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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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以操纵权力的 n.(Power)人名；(英、葡)鲍尔

powered 1 ['pauəd] adj.有动力装置的；以…为动力的 n.促进（power的过去分词）；给…提供动力
427 pressures 1 英 ['preʃə(r)] 美 ['preʃər] n. 压强；压力；压迫 v. 施压
428 pri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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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 probably 1 ['prɔbəbli] adv.大概；或许；很可能
430 problem 5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431 problems 1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432 product 2 ['prɔdəkt, -ʌkt] n.产品；结果；[数]乘积；作品
433 products 2 [p'rɒdʌkts] n.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
434 province 1 ['prɔvins] n.省；领域；职权
435 pump 1 [pʌmp] vt.打气；用抽水机抽… n.泵，抽水机；打气筒 vi.抽水 n.(Pump)人名；(捷)蓬普；(英)庞普
436 quarter 1 ['kwɔ:tə] n.四分之一；地区；季度；一刻钟；两角五分；节 vi.住宿；驻扎 vt.将…四等分；供某人住宿 num.四分之一
437 raid 1 n.袭击；突袭；搜捕；抢劫 vi.突袭 vt.袭击，突袭 n.(Raid)人名；(阿拉伯)拉伊德
438 Ramadan 1 [,ræmə'dæn; -'dɑ:n] n.斋月（伊斯兰教历的九月，等于Ramazan）
439 ran 1 [ræn] v.跑（run的过去式） n.(Ran)人名；(俄、瑞典、塞)拉恩；(柬)兰
440 rather 1 ['rɑ:ðə, 'ræ-] adv.宁可，宁愿；相当 int.当然啦（回答问题时用） n.(Rather)人名；(英)拉瑟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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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3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442 ready 2 ['redi] adj.准备好；现成的；迅速的；情愿的；快要…的 n.现款；预备好的状态 adv.迅速地；预先 vt.使准备好 n.(Ready)
441

人名；(英)雷迪

really 2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444 rebound 1 [,ri:'baund] n.回弹；篮板球 vi.回升；弹回 vt.使弹回 v.重新装订（rebi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45 recycle 1 [,ri:'saikl] vt.使再循环；使…重新利用 vi.重复利用 n.再生；再循环；重复利用
446 recycled 2 [ˌriː'saɪkl] vt. 再利用；使再循环；再制 vi. 循环 n. 再循环
447 recycling 2 [ˌriː'saɪklɪŋ] n. 回收利用 动词recycle的现在分词.
448 refining 1 [rɪ'faɪnɪŋ] n. 精炼法；改善；匀料 动词refine的现在分词.
449 region 1 ['ri:dʒən] n.地区；范围；部位
450 relaxing 1 [ri'læksiŋ] adj.令人轻松的 v.放松；休息（relax的ing形式）；缓和；松懈
451 reportedly 2 [ri'pɔ:tidli] adv.据报道；据传闻
452 restarting 1 [riːs'tɑːtɪŋ] 再引弧,再起动
453 restored 1 [rɪ'stɔːd] adj. 恢复的
454 rests 1 [rests] n. 其他 名词rest的复数形式.
455 retransformed 1 [riːt'rænsfɔːmd] 再转化的(细胞系)
456 returns 1 [rɪ'tɜːnz] n. 报告；统计表；研究成果 名词return的复数形式.
457 revere 1 [ri'viə] vt.敬畏；尊敬；崇敬
458 revolving 1 [ri'vɔlviŋ, -'vɔ:-] adj.旋转的 v.旋转（revolve的ing形式）
459 righ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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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

人名；(英)赖特

ripple 1 ['ripl] n.波纹；涟漪；[物]涟波 vi.起潺潺声 vt.在…上形成波痕 n.(Ripple)人名；(英)里普尔
461 road 1 [rəud] n.公路，马路；道路；手段 vt.（狗）沿臭迹追逐（猎物） adj.（美）巡回的 n.(Road)人名；(英)罗德
462 rockets 1 英 ['rɒkɪt] 美 ['rɑːkɪt] n. 火箭；芝麻菜；紫花南芥 v. 猛涨；飞快地移动
463 roots 1 [ruːt] n. 根；根源；根本 v. 生根；扎根；根除
464 rules 1 n.[数]规则；条例（rule的复数形式） v.统治；支配；裁定（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465 running 1 ['rʌniŋ] n.运转；赛跑；流出 adj.连续的；流动的；跑着的；运转着的 v.跑；运转（run的ing形式）；行驶 n.(Running)
460

人名；(英)朗宁
2 [rʌʃ] n.冲进；匆促；急流；灯心草 adj.急需的 vt.使冲；突袭；匆忙地做；飞跃 vi.冲；奔；闯；赶紧；涌现 n.(Rush)人
名；(英)拉什

466

rush

467

said 1 adj.上述的，该 v.说（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aid)人名；(西、塞、哈萨克、乌兹、吉尔、塔吉、土库、阿塞、阿
拉伯)赛义德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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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w 1 vt.看见；明白，了解；锯；锯成；锯开 vi.锯；用锯；将某物锯成小块 n.锯子；谚语 v.see的过去式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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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

塞伊；(匈、罗)绍伊

says 10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472 school 1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473 scrambles 1 ['skræmbl] n. 混乱；攀爬；争夺 v. 攀爬；混杂；争抢；紧急起飞；杂乱地生长
474 scrambling 2 ['skræmbliŋ] n.不规则性；加扰；混乱；攀登 v.争夺；攀登；仓促地做；混杂（scramble的ing形式）
475 scratch 1 [skrætʃ] n.擦伤；抓痕；刮擦声；乱写 adj.打草稿用的；凑合的；碰巧的 vt.抓；刮；挖出；乱涂 vi.抓；搔；发刮擦
471

声；勉强糊口；退出比赛
47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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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ond)人名；(法)塞孔

second

secretary 1 ['sekrətəri] n.秘书；书记；部长；大臣
478 seeing 1 ['si:iŋ] n.看见；视觉；观看；视力 conj.因为；由于；鉴于 adj.看见的；有视觉的 v.看见（see的ing形式）
479 seems 1 [siːmz]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480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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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 serious 1 ['siəriəs, 'si:r-] adj.严肃的，严重的；认真的；庄重的；危急的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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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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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tlers 1 ['setləz] 移民
485 seven 2 ['sevən] num.七个，七 n.七个，七 adj.七的；七个的 n.(Seven)人名；(土库、阿塞)谢文；(土)塞文
486 several 3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487 shanghai 1 ['ʃæŋhai; 'ʃæŋ'hai] n.上海（中国东部港市）
488 shelving 1 ['ʃelviŋ] n.倾斜，架子；搁置 v.搁置（shelve的现在分词）
489 shifted 1 [ʃɪft] v. 移动；改变；换挡；字型转换 n. 轮班；变化；移动；计谋；轮班职工
490 shipped 1 [ʃɪpt] adj. 船运的 动词shi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491 shortage 1 ['ʃɔ:tidʒ] n.缺乏，缺少；不足
492 shortages 3 ['ʃɔːtɪdʒɪz] 缺陷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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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 should 3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495 shout 1 [ʃaut] vi.呼喊；喊叫；大声说 vt.呼喊；大声说 n.呼喊；呼叫
496 show 1 [ʃəu] vt.显示；说明；演出；展出 vi.显示；说明；指示 n.显示；表演；炫耀 n.(Show)人名；(中)邵(普通话·威妥玛)；(英)
484

肖

shows 1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498 sides 4 [saɪdz] n.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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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since 1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501 site 1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502 situation 3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503 six 1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504 sizes 1 ['saɪzɪz] n. 大小
505 skills 1 技能
506 skybox 1 英 ['skaɪbɒks] 美 ['skaɪbɑːks] n. 豪华包间；豪华观众席
507 skyscraper 1 ['skai,skreipə] n.摩天楼，超高层大楼；特别高的东西
508 s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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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 sola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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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 solution 1 [sə'lju:ʃən] n.解决方案；溶液；溶解；解答
511 some 6 adj.一些；某个；大约；相当多的 pron.一些；若干；其中的一部分；（数量不确切时用）有些人 adv.非常；相当；<美
497

>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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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 soon 2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514 south 1 [sauθ, sauð] n.南方，南边；南部 adv.在南方，向南方 adj.南的，南方的 n.(South)人名；(老)苏；(英)索思
515 southeast 3 [,sauθ'i:st] adj.东南的；来自东南的 n.东南；东南地区 adv.来自东南
516 southeastern 1 [,sauθ'i:stən] adj.东南方的；朝东南的
517 specializes 1 ['speʃəlaɪz] v. 专攻
518 specifically 1 [spi'sifikəli] adv.特别地；明确地
519 spent 2 [spent] adj.耗尽了的；精疲力尽的 v.花费（spend的过去分词）；浪费；耗费
520 spread 2 [spred] vi.传播；伸展 vt.传播，散布；展开；伸展；铺开 n.传播；伸展 adj.伸展的
521 start 1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522 started 1 [s'tɑːt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23 States 3 n.州，国家（state的复数形式） vt.声明（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陈述
524 stations 8 ['steɪʃn] n. 站；火车站；电视台；社会地位；牧羊场；驻地；岗位 v. 驻扎；安置
525 status 1 n.地位；状态；情形；重要身份
526 step 1 [step] n.步，脚步；步骤；步伐；梯级 vi.踏，踩；走 vt.走，迈步
527 st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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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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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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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nes 2 n.石子（stone的复数）；小石头 v.向…扔石子；用石块铺（stone的三单形式） n.(Stones)人名；(英)斯通斯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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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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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 stops 1 英 [stɒp] 美 [stɑːp] v. 停止；阻止；停留 n. 停止；逗留；车站
532 streets 1 [st'riːts] 街道
533 strikes 1 [straɪk] n. 罢工；打击；殴打 v. 打；撞；罢工；划燃
534 structural 1 ['strʌktʃərəl] adj.结构的；建筑的
535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536 summit 1 ['sʌmit] n.顶点；最高级会议；最高阶层 adj.最高级的；政府首脑的
537 suppliers 1 n. 供应商；供应者
538 supplies 2 [səp'laɪz] n. 物资；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
539 supply 1 [sə'plai] n.供给，补给；供应品 vt.供给，提供；补充 vi.供给；替代
540 sustainable 1 adj.可以忍受的；足可支撑的；养得起的；可持续的
541 system 3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542 Taipei 2 ['tai'pei; -'bei] n.台北
543 Taiwan 1 ['tai'wɑ:n] n.台湾
544 Taiwanese 1 ['taiwɑ:'ni:z; -'ni:s] adj.台湾人的；台湾的 n.台湾人
545 take 2 vt.拿，取；采取；接受（礼物等）；买，花费；耗费（时间等） vi.拿；获得 n.捕获量；看法；利益，盈益；（入场券
528

的）售得金额

taxes 1 [tæksi:z] n.税收，税金；税务；[税收]税捐
547 team 2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548 technology 2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549 tell 1 [tel] vt.告诉，说；辨别；吩咐；断定 vi.讲述；告发，泄密；识别 n.(Tell)人名；(英、德、瑞典)特尔；(罗、意)泰尔；(阿
546

拉伯)塔勒
550

1 ['teliŋ] adj.有效的；生动的；显著的 n.命令；叙述；吐露真情 v.告诉；讲述（tell的ing形式）；命令 n.(Telling)人名；(英)
特林

telling

Tennessee 1 [,teni'si:] n.田纳西州（美国州名）
552 terminal 1 ['tə:minəl] n.末端；终点；终端机；极限 adj.末端的；终点的；晚期的
553 territory 2 ['teritəri] n.领土，领域；范围；地域；版图
554 test 1 [test] n.试验；检验 vt.试验；测试 vi.试验；测试 n.(Test)人名；(英)特斯特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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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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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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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 the 6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558 thei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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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9 them 4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560 themselves 1 [ðəm'selvz, ðem-] pron.他们自己；他们亲自
561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562 there 7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563 these 4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564 they 6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565 thin 1 [θin] adj.薄的；瘦的；稀薄的；微弱的 vt.使瘦；使淡；使稀疏 vi.变薄；变瘦；变淡 adv.稀疏地；微弱地 n.细小部分 n.
556

(Thin)人名；(越)辰；(柬)廷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567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568 this 14 [ðis, 弱ðəs] pron.这；这个；这里 adj.这；本；这个；今 adv.这样地；这么 n.(This)人名；(法)蒂斯
569 though 1 [ðəu] adv.可是，虽然；不过；然而 conj.虽然；尽管 prep.但
570 thrill 1 [θril] n.激动；震颤；紧张 vt.使…颤动；使…紧张；使…感到兴奋或激动 vi.颤抖；感到兴奋；感到紧张
571 throug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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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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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w 2 [θrəu] vt.投；抛；掷 vi.抛；投掷 n.投掷；冒险
573 Tibetan 1 [ti'betən] adj.西藏的；藏族的 n.藏语；西藏人
574 ti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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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

名；(俄)季梅；(英)泰姆；(罗)蒂梅

times 1 [taimz] prep.乘以 v.使…相乘（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时代（time的复数）；[数]次数
576 to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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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

(普通话·威妥玛)

today 1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578 tom 1 n.雄性动物（尤指雄猫）；汤姆（人名） v.〈美口〉(像汤姆叔一样)逆来顺受
579 tomorrow 1 [tə'mɔrəu, -'mɔ:-] n.明天；未来 adv.明天；未来地（等于to-morrow）
580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581 top 2 [tɔp] n.顶部，顶端；上部；首席；陀螺 vi.高出，超越；结束；达到顶点 vt.超越，超过；给…加盖；达到…的顶端 adj.最
577

高的，顶上的；头等的 n.(Top)人名；(英、土、意)托普

tourism 1 ['tuərizəm] n.旅游业；游览
583 town 1 [taun] n.城镇，市镇；市内商业区 n.(Town)人名；(英)汤
584 towns 1 n. 汤斯
585 tracks 1 [t'ræks] n. 轨道；跑道；踪迹；小路；乐曲（名词track的复数） v. 追踪；跟踪（动词track的第三人称单数）
586 transcript 1 ['trænskript, 'trænz-, 'trɑ:n-] n.成绩单；抄本，副本；文字记录
587 transform 2 [træns'fɔ:m, trænz-, trɑ:n-] vt.改变，使…变形；转换 vi.变换，改变；转化
588 transformation 2 [,trænsfə'meiʃən, ,trænz-, trɑ:n-] n.[遗]转化；转换；改革；变形
589 trash 3 [træʃ] n.垃圾；废物 vt.丢弃；修剪树枝
590 trashy 1 ['træʃi] adj.没用的；碎屑的；垃圾似的；无价值的
591 travel 2 ['trævəl] vi.旅行；行进；步行；交往 vt.经过；在…旅行 n.旅行；游历；漫游
592 trips 1 [trɪp] n. 旅行；摔倒；差错；轻快的步伐 vt. 使跌倒；使失败；使犯错；起锚；竖帆 vi. 绊倒；旅行；轻快地走；失误；
582

结巴

trivia 1 ['triviə] n.琐事
594 trucks 1 [trʌk] n. 卡车；手推车；敞篷货车 n. 交易；交往；商品蔬菜；实物工资；<口>垃圾 v. 以卡车运 v. 交易；打交道
595 turn 1 vt.转动，使旋转；转弯；翻过来；兑换 vi.转向；转变；转动 n.转弯；变化；(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行为，举动，举止 n.
593

(Turn)人名；(德、匈)图恩

turned 1 adj.被转动的；变质的；车削的 v.使变成（turn的过去式）；转动
597 turning 1 ['tə:niŋ] n.转向；旋转；回转；转弯处 v.旋转（turn的ing形式）
598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599 unable 1 [ʌn'eibl] adj.不会的，不能的；[劳经]无能力的；不能胜任的
600 unfortunately 1 [ʌn'fɔ:tʃənətli] adv.不幸地
601 unidentified 15 adj.未经确认的；未辨别出的，身份不明的
602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603 up 6 [ʌp] adv.起来；上涨；向上 prep.在…之上；向…的较高处 adj.涨的；起床的；向上的 n.上升；繁荣
604 upcycle 1 v. 升级改造
605 updated 1 [ʌp'deɪtɪd] adj. 更新的；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06 us 1 pron.我们
607 us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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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 used 2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609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610 Vanderbilt 1 ['vændəbilt] n.范德比尔特（姓氏）
611 version 1 ['və:ʃən] n.版本；译文；倒转术
612 ve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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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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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 view 1 [vju:] n.观察；视野；意见；风景 vt.观察；考虑；查看
615 violence 3 ['vaiələns] n.暴力；侵犯；激烈；歪曲
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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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olent 1 ['vaiələnt] adj.暴力的；猛烈的
617 Virginia 5 [və(:)'dʒinjə] n.弗吉尼亚（女子名）；弗吉尼亚州 adj.弗吉尼亚州的
618 wants 1 ['wɒnts] n.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619 ward 2 [wɔ:d] n.病房；保卫；监视 vt.避开；保卫；守护 n.(Ward)人名；(英)沃德；(德、芬、瑞典、葡)瓦尔德
620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621 wast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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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

的；荒芜的

watching 1 ['wɔtʃiŋ] vt.观看，守望；监视，注意（watch现在分词）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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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 w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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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 weapons 1 n.武器（weapon的复数）；武装切换；斗争工具 v.武装（weapon的第三人称单数）
626 Wednesday 2 ['wenzdi; -dei] n.星期三
627 week 4 [wi:k] n.周，星期
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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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

韦尔

were 5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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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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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633 white 1 [hwait] adj.白色的；白种的；纯洁的 n.白色；洁白；白种人
634 who 4 pron.谁；什么人
635 whose 2 [hu:z] pron.谁的（疑问代词）
636 widespread 1 ['waid'spred] adj.普遍的，广泛的；分布广的
637 wildfire 1 ['waildfaiə] n.火灾；磷火，鬼火；散布极快的事物
638 wi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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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 winning 1 ['winiŋ] adj.胜利的；获胜的 n.胜利；获得；成功 v.获胜（win的ing形式） n.(Winning)人名；(英、瑞典、法)温宁
640 with 9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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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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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 world 3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644 worse 1 [wə:s, 'wə:s] adj.更坏的；更差的；更恶劣的（bad的比较级）；（病情）更重的（ill的比较级） adv.更糟；更坏；更恶劣
642

地；更坏地 n.更坏的事；更恶劣的事
645

worst

1 [wə:st, 'wə:st] adj.最差的，最坏的；最不利的；效能最低的 n.最坏；最坏的时候 adv.最坏地；最不利地 n.(Worst)人名；

(英、德)沃斯特

would 2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647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648 years 4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649 yes 1 [jes] adv.是,是的 n.是（表示肯定）
650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651 you 4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652 your 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653 yuta 1 由田
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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