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n10 2021-10-19 词汇表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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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ess 1 ['ækses, 'æksəs, æk'ses] vt.使用；存取；接近 n.进入；使用权；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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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符合；使适合

actor 2 ['æktə] n.男演员；行动者；作用物
5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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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dministration 1 [əd,mini'streiʃən] n.管理；行政；实施；行政机构
8 advance 1 [əd'vɑ:ns, əd'væns] n.发展；前进；增长；预付款 vt.提出；预付；使……前进；将……提前 vi.前进；进展；上涨 adj.预先
4

的；先行的

advances 1 [əd'vaːnsɪz] n. 接近；主动姿态（名词advance的复数形式） v. 前进，进展（动词advan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0 advancing 1 英 [əd'vɑːnsɪŋ] 美 [əd'vænsɪŋ] adj. 前进的；增加的 动词advance的现在分词形式.
11 advisor 2 [əd'vaizə] n.顾问；指导教师；劝告者
12 advocates 1 ['ædvəkeɪt] v. 提倡；主张 n. 拥护者；提倡者；律师；辩护者
13 aerial 1 ['εəriəl] adj.空中的，航空的；空气的；空想的 n.[电讯]天线
14 African 1 ['æfrikən] adj.非洲的，非洲人的 n.非洲人
15 after 4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16 afterward 1 ['ɑ:ftəwəd, 'æf-] adv.以后，后来
17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18 age 1 [eidʒ] n.年龄；时代；寿命，使用年限；阶段 vi.成熟；变老 vt.使成熟；使变老，使上年纪 n.(Age)人名；(瑞典)阿格；(日)
9

扬(姓)；(西、荷)阿赫

aim 1 vt.目的在于；引导；把…对准 vi.打算；对准目标；瞄准 n.目的；目标；对准
20 air 3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21 aircraft 6 ['εəkrɑ:ft] n.飞机，航空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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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irworthiness 1 [,εə'wə:ðinis] n.[航]适航性；耐飞性
24 all 4 [ɔ:l] adj.全部的 adv.全然地；越发 n.全部 pron.全部 n.(All)人名；(瑞典)阿尔；(英)奥尔
25 allow 1 [ə'lau] vt.允许；给予；认可 vi.容许；考虑
26 allows 1 [ə'laʊz] 允许
27 already 2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28 also 4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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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amazing 1 [ə'meiziŋ] adj.令人惊异的 v.使吃惊（amaze的ing形式）
31 ambitious 1 [æm'biʃəs] adj.野心勃勃的；有雄心的；热望的；炫耀的
32 America 2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33 American 2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34 americans 1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35 amid 1 [ə'mid] prep.在其中，在其间 n.(Amid)人名；(法、阿拉伯)阿米德
36 an 10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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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and 31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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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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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approval 1 [ə'pru:vəl] n.批准；认可；赞成
42 a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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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听力特快 www.listeningexpress.com

army 1 ['ɑ:mi] n.陆军，军队
44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45 artists 2 英 ['a:tists] 美 ['ɑ:tists] n. 艺术家（名词artist的复数形式）
46 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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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astronaut 1 ['æstrənɔ:t] n.宇航员，航天员；太空旅行者
48 astronauts 7 ['æstrənɔːts] n. 宇航员 名词astronaut的复数.
49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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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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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tained 1 [ə'teɪnd] v. 达到；获得 vbl. 达到；获得
51 attraction 1 [ə'trækʃən] n.吸引，吸引力；引力；吸引人的事物
52 author 1 ['ɔ:θə] n.作者；作家；创始人 vt.创作出版
53 autonomous 1 [ɔ:'tɔnəməs] adj.自治的；自主的；自发的
54 aviation 3 [,eivi'eiʃən] n.航空；飞行术；飞机制造业
55 awarded 1 英 [ə'wɔːd] 美 [ə'wɔːrd] n. 奖品；奖 v. 授予；给予；判给
56 away 2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57 bac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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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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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ring 1 ['bɑ:riŋ] prep.除非；不包括；除…以外 v.阻拦（bar的ing形式） n.(Barring)人名；(德)巴林
59 base 1 [beis] n.基础；底部；垒 adj.卑鄙的；低劣的 vt.以…作基础 n.(Base)人名；(日)马濑(姓)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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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battery 2 n.[电]电池，蓄电池 n.[法]殴打 n.[军]炮台，炮位
62 be 6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63 became 4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64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65 becoming 1 [bi'kʌmiŋ] adj.合适的，适当的 n.（变化过程的）形成，发生
66 been 4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67 begin 2 [bɪˈ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68 believe 2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69 beneath 1 [bi'ni:θ] prep.在…之下 adv.在下方
70 big 1 [big] adj.大的；重要的；量大的 adv.大量地；顺利；夸大地 n.(Big)人名；(土)比格
71 billionaires 1 n.亿万富翁( billionaire的名词复数 )
72 billions 1 ['bɪljənz] n.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
73 biological 1 [,baiəu'lɔdʒik,-kəl] adj.生物的；生物学的
74 black 2 [blæk] adj.黑色的；黑人的；邪恶的 n.黑色；黑人；黑颜料 vt.使变黑；把鞋油等涂在…上；把（眼眶）打成青肿 vi.变黑
58

n.(Black)人名；(英、西)布莱克；(德、葡、捷)布拉克

blasted 1 ['blɑ:stid, 'blæstid] adj.枯萎的；被害的；被咒的
76 blaze 1 [bleiz] vt.在树皮上刻路标；公开宣布 n.火焰，烈火；光辉；情感爆发 vi.燃烧；照耀，发光；激发 n.(Blaze)人名；(法)布
75

拉兹；(马其)布拉热

blot 1 [blɔt] vi.吸墨水；弄上墨渍或污渍 vt.涂污，弄脏；用吸墨纸弄干（或除去） n.污点，污渍；墨水渍 n.(Blot)人名；(法)布洛
78 brand 1 [brænd] vt.铭刻于，铭记；打烙印于；印…商标于 n.商标，牌子；烙印 n.(Brand)人名；(英、德、俄、西、意、罗、葡、
77

捷、芬、瑞典、匈)布兰德；(法)布朗

bring 1 vt.拿来；带来；促使；引起；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Bring)人名；(英、瑞典)布林
80 brink 1 [briŋk] n.（峭壁的）边缘 n.(Brink)人名；(德、英、荷、丹、瑞典)布林克
81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82 build 1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83 built 1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84 bullock 1 ['bulək] n.小公牛；阉牛 n.(Bullock)人名；(西、英、葡)布洛克
85 bus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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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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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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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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calculator 1 ['kælkjuleitə] n.计算器；计算者
89 California 1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90 call 1 [kɔ:l] vi.呼叫；拜访；叫牌 vt.呼叫；称呼；召集 n.电话；呼叫；要求；访问 n.(Call)人名；(瑞典、罗)卡尔；(英)考尔
91 calle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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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93 ca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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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dle 1 ['kændl] n.蜡烛；烛光；烛形物 vt.对着光检查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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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captain 1 ['kæptin] n.队长，首领；船长；上尉；海军上校 vt.指挥；率领
97 capture 1 vt.俘获；夺得；捕捉，拍摄,录制 n.捕获；战利品，俘虏
98 car 2 [kɑ:] n.汽车；车厢 n.(Car)人名；(土)贾尔；(法、西)卡尔；(塞)察尔
99 carbon 1 ['kɑ:bən] n.[化学]碳；碳棒；复写纸 adj.碳的；碳处理的 n.(Carbon)人名；(西)卡尔翁；(法)卡尔邦；(英)卡本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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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Carl 2 [kɑ:l] n.卡尔（男名）
102 Carmel 1 ['kɑ:mel] n.卡梅尔（位于美国）
103 carrying 1 ['kærɪɪŋ] adj. 运送的；运输的 n. 运送；运输 动词carry的现在分词.
104 carve 2 [kɑ:v] vt.雕刻；切开；开创 vi.切开；做雕刻工作 n.(Carve)人名；(西、瑞典)卡韦
105 carving 1 ['kɑ:viŋ] n.雕刻；雕刻品；雕刻术 v.雕刻（carve的ing形式） n.(Carving)人名；(瑞典)卡尔温
106 catching 1 ['kætʃiŋ] adj.传染性的；有魅力的 v.抓住（catch的ing形式）
107 cave 1 [keiv] vt.使凹陷，使塌落；在…挖洞穴 vi.凹陷，塌落；投降 n.洞穴，窑洞 n.(Cave)人名；(西)卡韦；(英)凯夫；(法)卡夫
108 center 2 ['sentə] n.中心，中央；中锋；中心点 vi.居中，被置于中心 vt.集中，使聚集在一点；定中心 adj.中央的，位在正中的 n.
94

(Center)人名；(英)森特

century 2 ['sentʃuri] n.世纪，百年；（板球）一百分
110 certification 1 [,sə:tifi'keiʃən] n.证明，保证；检定
111 chairman 2 ['tʃεəmən] n.主席，会长；董事长
112 challenge 1 n.挑战；怀疑 vt.向…挑战；对…质疑
113 character 1 ['kærəktə] n.性格，品质；特性；角色；[计]字符 vt.印，刻；使具有特征 n.(Character)人名；(英)克拉克特
114 charge 2 [tʃɑ:dʒ] n.费用；电荷；掌管；控告；命令；负载 vt.使充电；使承担；指责；装载；对…索费；向…冲去 vi.充电；控
109

告；索价；向前冲；记在账上 n.(Charge)人名；(法)沙尔热；(英)查奇
115

check 1 vt.检查，核对；制止，抑制；在…上打勾 vi.核实，查核；中止；打勾；[象棋]将一军 n.<美>支票；制止，抑制；检
验，核对 n.（英）切克（人名）

chiefs 1 n. 首领（chief的复数）
117 china 17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118 Chinese 6 [,tʃai'ni:z] n.中文，汉语；中国人 adj.中国的，中国人的；中国话的
119 civil 1 ['sivəl] adj.公民的；民间的；文职的；有礼貌的；根据民法的 n.(Civil)人名；(土)吉维尔；(法)西维尔
120 cleaner 1 ['kli:nə] n.[化工]清洁剂；清洁工；干洗店；干洗商；洗洁器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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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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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ˌsiːen'en] abbr. 美国有线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
123 colin 2 ['kɔlin] n.科林（男子名）
124 college 1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125 Columbus 1 [kə'lʌmbəs] n.哥伦布（美国一座城市）；哥伦布（意大利航海家）
126 com 1 abbr.组件对象模型（ComponentObjectModel）；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Computer-OutputMicrofilm）
127 combat 1 ['kɔmbæt, kəm'bæt] vt.反对；与…战斗 vi.战斗；搏斗 n.战斗；争论 adj.战斗的；为…斗争的 n.(Combat)人名；(法)孔巴
128 come 1 [kʌm] vi.来；开始；出现；发生；变成；到达 vt.做；假装；将满（…岁） int.嗨！ n.(Come)人名；(英)科姆；(阿尔巴)乔
122

梅

com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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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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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ial 4 [kə'mə:ʃəl] adj.商业的；营利的；靠广告收入的 n.商业广告
132 communist 1 ['kɔmjunist] n.共产党员；共产主义者 adj.共产主义的
133 compan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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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compelled 1 [kəm'peld] adj. 强迫的 动词comp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5 competition 3 [,kɔmpi'tiʃən] n.竞争；比赛，竞赛
136 completed 1 [kəm'pliːtɪd] adj. 已完成的 v. 完成（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7 complications 1 英 [ˌkɒmplɪ'keɪʃəns] 美 [ˌkɑmplɪ'keʃəns] n. 复杂；混乱；[医学]并发症 名词complication的复数形式.
138 concept 1 ['kɔnsept] n.观念，概念
139 congress 1 ['kɔŋgres, kən'gres] n.国会；代表大会；会议；社交
140 continued 1 [kən'tinju:d] adj.继续的；持久的 v.继续；逗留；维持原状（continue的过去分词）
141 contributing 1 [kənt'rɪbjuːtɪŋ] adj. 贡献的；起作用的 动词contribute的现在分词.
142 cooperating 1 英 [kəʊ'ɒpəreɪtɪŋ] 美 [koʊ'ɒpəreɪtɪŋ] adj. 共同运转的 动词cooperate的现在分词形式.
143 copy 1 ['kɔpi] vi.复制；复印；抄袭 vt.复制；复印；抄袭 n.副本；一册；摹仿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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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correspondent 1 [,kɔ:ri'spɔndənt] n.通讯记者；客户；通信者；代理商行
146 cosmic 1 ['kɔzmik] adj.宇宙的（等于cosmical）
147 costs 1 ['kɒsts] n. 费用；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
148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149 countries 1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150 country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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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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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courses 1 ['kɔːsɪz] n. 课程；路线（course的复数）
153 covid 1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154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155 crew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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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crowded 1 ['kraudid] adj.拥挤的；塞满的 v.拥挤（crowd的过去分词）
157 culver 6 ['kʌlvə] n.斑鸠 n.(Culver)人名；(英)卡尔弗
158 dating 1 ['deitiŋ] n.约会；记日期的；注明日期 v.约会；定日期（date的ing形式）
159 David 2 ['deivid] n.大卫；戴维（男子名）
160 day 2 [dei] n.一天；时期；白昼 adv.每天；经常在白天地 adj.日间的；逐日的 n.(Day)人名；(英、法、西)戴；(越)岱；(阿拉伯、
151

土)达伊

days 1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162 December 1 [di'sembə] n.十二月
163 deep 1 [di:p] n.深处；深渊 adj.深的；低沉的；深奥的 adv.深入地；深深地；迟 n.(Deep)人名；(英)迪普
164 depict 1 [di'pikt] vt.描述；描画
165 desert 2 ['dezət] vt.遗弃；放弃；逃跑 vi.遗弃；开小差；逃掉 n.沙漠；荒原；应得的赏罚 adj.沙漠的；荒凉的；不毛的
166 design 1 [di'zain] vt.设计；计划；构思 n.设计；图案 vi.设计
167 despite 1 [di'spait] prep.尽管，不管 n.轻视；憎恨；侮辱
168 develop 1 [di'veləp] vt.开发；进步；使成长；使显影 vi.发育；生长；进化；显露
169 develops 1 [dɪ'veləp] v. 发展；发育；开发；冲洗(照片)
170 died 1 [daɪ] v. 死；枯竭；消失；渴望 n. 骰子；印模；金属模子
171 dimensions 2 [dɪ'menʃnz] n. 面积；大小；容积
172 disease 1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173 display 1 [,dis'plei] n.显示；炫耀 vt.显示；表现；陈列 vi.[动]作炫耀行为 adj.展览的；陈列用的
174 distance 1 ['distəns] n.距离；远方；疏远；间隔 vt.疏远；把…远远甩在后面
175 does 2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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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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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n.(Down)人名；(英)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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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during 3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179 earth 1 n.地球；地表，陆地；土地，土壤；尘事，俗事；兽穴 vt.把（电线）[电]接地；盖（土）；追赶入洞穴 vi.躲进地洞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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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asy 1 ['i:zi] adj.容易的；舒适的 adv.不费力地，从容地 vi.停止划桨 vt.发出停划命令
182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183 electric 9 [i'lektrik] adj.电的；电动的；发电的；导电的；令人震惊的 n.电；电气车辆；带电体
184 electronic 1 adj.电子的 n.电子电路；电子器件
185 embarking 1 英 [ɪm'bɑːk] 美 [ɪm'bɑːrk] v. 乘船；装载；着手；从事
186 emissions 1 [i'mɪʃn] n. 散发；发行；排放
187 enclosed 1 [in'kləuzd] adj.被附上的；与世隔绝的 v.附上（enclo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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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nergy 1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190 entry 1 ['entri] n.进入；入口；条目；登记；报关手续；对土地的侵占
191 et 2 [i:ti:] conj.（拉丁语）和（等于and）
192 European 1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193 ever 1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194 every 1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195 everything 2 pron.每件事物；最重要的东西；（有关的）一切；万事
196 example 1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197 experts 2 英 ['ekspɜːt] 美 ['ekspɜːr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198 exploration 1 [,eksplɔ:'reiʃən] n.探测；探究；踏勘
199 explorations 1 [eksplə'reɪʃnz] 探寻
200 extraordinary 1 adj.非凡的；特别的；离奇的；特派的
201 facility 1 [fə'siliti] n.设施；设备；容易；灵巧
202 family 2 n.家庭；亲属；家族；子女；[生]科；语族；[化]族 adj.家庭的；家族的；适合于全家的
203 famous 1 ['feiməs] adj.著名的；极好的，非常令人满意的
204 fanfare 1 ['fænfεə] n.吹牛，炫耀；喇叭或号角嘹亮的吹奏声 vt.热热闹闹地宣布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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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德、英、俄、芬、捷、瑞典)法斯特

faster 2 ['fa:stə] adj.更快的 adv.更快地 n.(Faster)人名；(德、捷)法斯特
207 favorite 2 ['feivərit] n.幸运儿；喜欢的事物；特别喜欢的人 adj.最喜爱的；中意的；宠爱的 n.(Favorite)人名；(英)费沃里特
208 features 2 ['fiːtʃəz] n. 容貌；特征 名词feature的复数形式.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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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Federal)人名；(英)费德勒尔

felt 1 [felt] n.毡；毡制品 vi.粘结 vt.使粘结；把…制成毡 v.感觉（feel的过去式） n.(Felt)人名；(英、罗、芬、捷、瑞典)费尔特
211 female 4 ['fi:meil] adj.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n.女人；[动]雌性动物
212 field 1 ['fi:ld] n.领域；牧场；旷野；战场；运动场 vi.担任场外队员 adj.扫描场；田赛的；野生的 vt.把暴晒于场上；使上场 n.
210

(Field)人名；(英、法、德、葡)菲尔德

film 1 [film] n.电影；薄膜；胶卷；轻烟 vt.在…上覆以薄膜；把…拍成电影 vi.摄制电影；生薄膜；变得朦胧
214 final 1 ['fainl] adj.最终的；决定性的；不可更改的 n.决赛；期末考试；当日报纸的末版
215 firm 1 ['fə:m] adj.坚定的；牢固的；严格的；结实的 vt.使坚定；使牢固 vi.变坚实；变稳固 adv.稳固地 n.公司；商号
216 firs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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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特；(捷)菲尔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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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flights 1 [flaɪt] n. 飞行；航班；镖尾；逃走，逃离，溃逃
219 fl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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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flying 1 ['flaiiŋ] adj.飞行的 n.飞行 v.飞（fly的ing形式）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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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ks 1 ['fəʊks] n. 人们；家人；父母 名词folk的复数形式.
222 footing 1 ['futiŋ] n.基础；立足处；社会关系；合计 v.步行；在…上行走；总计（foot的ing形式）
223 for 11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224 force 1 [fɔ:s] n.力量；武力；军队；魄力 vt.促使，推动；强迫；强加 n.(Force)人名；(意)福尔切；(英、法)福斯
225 form 1 [fɔ:m] n.形式，形状；形态，外形；方式；表格 vt.构成，组成；排列，组织；产生，塑造 vi.形成，构成；排列 n.(Form)
221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form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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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forward 2 ['fɔ:wəd] adj.向前的；早的；迅速的 adv.向前地；向将来 vt.促进；转寄；运送 n.前锋 n.(Forward)人名；(英)福沃德
228 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229 four 2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230 freedom 1 ['fri:dəm] n.自由，自主；直率 n.(Freedom)人名；(英)弗里德姆
231 from 15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32 fruit 1 [fru:t] n.水果；产物 vi.结果实 vt.使……结果实 n.(Fruit)人名；(法)弗吕；(英)弗鲁特
233 fuel 1 ['fjuəl] vi.得到燃料 vt.供以燃料，加燃料 n.燃料；刺激因素
234 fully 3 ['fuli] adv.充分地；完全地；彻底地 n.(Fully)人名；(法)菲利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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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future 2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237 gaining 1 ['geɪnɪŋ] n. 开槽 动词gain的现在分词形式.
238 g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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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gave 1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240 general 1 adj.一般的，普通的；综合的；大体的 n.一般；将军，上将；常规 n.(General)人名；(英)杰纳勒尔
241 generally 1 ['dʒenərəli] adv.通常；普遍地，一般地
242 generation 1 [,dʒenə'reiʃən] n.一代；产生；一代人；生殖
243 geopolitical 1 [,dʒi:əupə'litikl] adj.地理政治学的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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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Georgi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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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247 glad 1 adj.高兴的；乐意的 vt.使......高兴 n.(Glad)人名；(塞、瑞典)格拉德；(英)格莱德；(法、挪)格拉
248 Gobi 1 ['gəubi] n.戈壁沙漠 n.(Gobi)人名；(俄)戈比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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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Going)人名；(英)戈因

got 1 [gɔt] v.得到，明白（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Got)人名；(法)戈；(西、匈、瑞典)戈特
251 gourds 1 n. 葫芦（gourd的复数形式）；脑瓜
252 government 2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253 grabbing 1 [græbɪŋ] n. 抓；夺取 动词grab的现在分词形式.
254 gravity 1 ['græviti] n.重力，地心引力；严重性；庄严
255 gre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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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growing 1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257 guangfu 2 广府
258 ha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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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half 1 [hɑ:f, hæf] n.一半；半场；半学年 adv.一半地；部分地 adj.一半的；不完全的；半途的 n.(Half)人名；(阿拉伯)哈勒夫；(德)
250

哈尔夫；(英)哈夫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261 hard 1 adj.努力的；硬的；困难的；辛苦的；确实的；严厉的；猛烈的；冷酷无情的 adv.努力地；困难地；辛苦地；接近地；
260

猛烈地；牢固地 n.（Hard）人名；(英、芬、瑞典)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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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hav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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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h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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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head 1 [hed] n.头；头痛；上端；最前的部分；理解力 vt.前进；用头顶；作为…的首领；站在…的前头；给…加标题 vi.出发；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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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头状物；船驶往 adj.头的；主要的；在顶端的 n.(Head)人名；(英)黑德

headline 1 ['hedlain] n.大标题；内容提要；栏外标题；头版头条新闻 vt.给…加标题；使成为注意中心；大力宣传
267 heavenly 1 ['hevənli] adj.天上的；神圣的；天国似的 adv.无比；极其
268 height 1 [hait] n.高地；高度；身高；顶点
269 helicopter 4 ['helikɔptə] n.[航]直升飞机 vi.[航]乘直升飞机 vt.由直升机运送
270 helicopters 3 ['helɪkɒptəz] n. 直升机 名词helicopter的复数形式.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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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普

helping 1 ['helpiŋ] n.帮助，协助；一份食物 adj.辅助的；给予帮助的 v.帮助；扶持（help的ing形式）
273 her 2 pron.她（she的宾格）；她的（she的所有格）；她（指某个国家；一艘船） n.（法）埃尔（人名）
274 here 3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275 hi 1 [hai] int.嗨！（表示问候或用以唤起注意） n.(Hi)人名；(柬)希
276 hiding 1 ['haidiŋ] n.隐匿；躲藏处；殴打 n.(Hiding)人名；(瑞典)希丁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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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名；(英)海伊

highest 2 ['haiist] adj.最高的
279 his 4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280 historians 1 [hɪs'tɔːriənz] 历史学家
281 history 1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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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hold 2 vt.持有；拥有；保存；拘留；约束或控制 vi.支持；有效；持续 n.控制；保留 n.(Hold)人名；(英、德、捷)霍尔德 又
278

作“Hold住”使用，中英混用词汇，表示轻松掌控全局。 [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

Hollywood 1 ['hɔliwud] n.好莱坞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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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hopes 1 英 [həʊps] 美 [hoʊps] n.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
287 hour 2 ['auə] n.小时；钟头；课时；…点钟 n.(Hour)人名；(法)乌尔；(柬)胡
288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289 humans 2 ['hjuːmənz] n.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
290 if 3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291 illuminated 1 [i'lju:mineitid] adj.被照明的 v.照明；启发；兴奋（illuminate的过去分词）
292 imaginations 1 n.想象（力）; 空想( imagination的名词复数 )
293 improve 1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294 in 40 [in] prep.按照（表示方式）；从事于；在…之内 adv.进入；当选；（服装等）时髦；在屋里 adj.在里面的；时髦的 n.执政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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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ludes 1 [ɪnk'luːdz]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96 including 1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297 increasingly 3 [in'kri:siŋli] adv.越来越多地；渐增地
298 independent 1 [,indi'pendənt] adj.独立的；单独的；无党派的；不受约束的 n.独立自主者；无党派者
299 innovation 1 [,inəu'veiʃən] n.创新，革新；新方法
300 inspectors 1 n. 检查员，巡视员（inspector的复数形式）；检查器
301 interfaces 1 英 ['ɪntəfeɪs] 美 ['ɪntərfeɪs] n. 界面；接口 v. 连接；作接口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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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关系的；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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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inventions 2 n. 发明（invention的复数）；创意曲
305 Iraq 1 [i'rɑ:k; i'ræk] n.伊拉克（西南亚国家）
306 is 1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307 isn 1 abbr. 集成供应网络(=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
308 ISS 2 n. 工业标准规格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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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

it

26 [ɪt] pron.[指无生命的东西、动物、植物]它；这；那 pron.指已提到或将提及的事物、活动、经验、抽象观念等 pron.在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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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311 jack 2 [dʒæk] n.千斤顶；[电]插座；男人 vt.增加；提醒；抬起；用千斤顶顶起某物 adj.雄的
312 jiuquan 2 酒泉（甘肃省城市）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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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合；接合；使有接头 vi.贴合；生节 n.(Joint)人名；(法)茹安
31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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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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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

kirk 1 [kə:k] n.教会；苏格兰教会 n.(Kirk)人名；(德、丹)基尔克；(英)柯克
316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317 lab 1 [læb] n.实验室，研究室
318 la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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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landing 1 ['lændiŋ] n.登陆；码头；楼梯平台 v.登陆（land的ing形式） n.(Landing)人名；(冈、瑞典、塞内)兰丁
320 language 1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321 lantern 2 ['læntən] n.灯笼；提灯；灯笼式天窗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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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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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te 1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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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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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水；汽艇

launches 1 [lɔː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327 launching 1 ['lɔ:ntʃiŋ, 'lɑ:n] n.发射；下水；创设 v.发射；发动；开始从事（launch的ing形式）
328 law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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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英、缅、柬)劳
329

1 [[li:d] [led]] n.领导；铅；导线；榜样 vt.领导；致使；引导；指挥 vi.领导；导致；用水砣测深 adj.带头的；最重要的 n.
(Lead)人名；(英)利德

lead

leader 1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331 leaders 1 [liːdəs] n. [计算机]前导字符；领袖；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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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leaving 2 ['li:viŋ] n.离开；残余；渣滓 v.离开；留下；舍弃（leave的ing形式）
334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335 less 1 [les] adv.较少地；较小地；更小地 adj.较少的；较小的 prep.减去 n.较少；较小 n.(Less)人名；(德、意、匈、芬)莱斯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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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little 1 ['litl] adj.小的；很少的；短暂的；小巧可爱的 adv.完全不 n.少许；没有多少；短时间 n.(Little)人名；(英)利特尔
338 long 2 n.长时间；[语]长音节；（服装的）长尺寸；长裤 adj.长的；过长的；做多头的；长时间的；冗长的，长音 vi.渴望；热
330

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longest 1 ['lɔŋgist, 'lɔ:ŋ-] adj.最长的 n.(Longest)人名；(英)朗格斯特
340 loo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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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英)卢克
341

lot 1 n.份额；许多；命运；阄 adv.（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很，非常；（与动词连用）非常 pron.大量，许多 vt.分组，把…划
分（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342

lower 1 ['ləuə] vt.减弱，减少；放下，降下；贬低 vi.降低；减弱；跌落 adj.下游的；下级的；下等的 n.(Lower)人名；(英、意)洛
厄

maintenance 1 ['meintənəns] n.维护，维修；保持；生活费用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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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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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e

making 1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347 ma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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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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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l
349 man
348

1 [mɔ:l] n.购物商场；林荫路；铁圈球场 n.(Mall)人名；(英)玛尔(女子教名Mary的昵称)；(阿拉伯)迈勒；(尼)马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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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意、罗、捷、尼、老、缅、柬)曼；(日)万(名)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351 Mars 3 [mɑ:z] n.战神；[天]火星
352 max 1 n.]完全；彻底；最大限度；最大量；最大数
353 may 3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354 mean 1 adj.平均的；卑鄙的；低劣的；吝啬的 vt.意味；想要；意欲 n.平均值 vi.用意 n.(Mean)人名；(柬)棉
355 meaning 1 ['mi:niŋ] n.意义；含义；意图 adj.意味深长的 v.意味；意思是（mean的ing形式）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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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medal 1 ['medəl] n.勋章，奖章；纪念章 n.(Medal)人名；(西、捷)梅达尔
358 media 1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359 Members 2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360 men 1 ['fɔilzmən, men] n.男人，人类（man的复数） n.(Men)人名；(日)面(姓)；(葡)梅恩；(柬)孟
361 middle 2 adj.中间的，中部的；中级的，中等的 n.中间，中央；腰部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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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 Miles 4 [mailz] n.迈尔斯（男子名）
364 military 4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365 minutes 1 ['mɪnɪts] n. 分钟；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
366 mission 4 ['miʃən] n.使命，任务；代表团；布道 vt.派遣；向……传教
367 missions 1 ['mɪʃn] n. 使命；代表团；任务；布道
368 mobile 1 adj.可移动的；机动的；易变的；非固定的 n.移动电话
369 mode 1 [məud] n.模式；方式；风格；时尚 n.(Mode)人名；(德、英、法、乍、瑞典)莫德
370 Monday 2 ['mʌndi] n.星期一
371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372 moon 3 [mu:n] n.月亮；月球；月光；卫星 vi.闲荡；出神 vt.虚度 n.(Moon)人名；(瑞典)莫恩；(柬)蒙；(英)穆恩；(缅)孟
373 mo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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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以)莫雷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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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芬、捷、英)莫斯特

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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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 multi 2 ['mʌlti] pref.多
377 m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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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 nasa 1 ['næsə; 'nei-] abbr.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 n.(Nasa)人名；(塞)纳莎
379 nation 2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380 national 2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381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382 need 1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383 needed 1 ['niː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384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385 new 7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386 newcomer 1 ['nju:'kʌmə] n.[劳经]新来者；新到的移民 n.(Newcomer)人名；(英)纽科默
387 nex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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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 ninety 1 ['nainti] n.九十 adj.九十的；九十岁的 num.九十
389 noise 1 [nɔiz] n.[环境]噪音；响声；杂音 vt.谣传 vi.发出声音；大声议论 n.(Noise)人名；(英)诺伊斯
390 none 2 [nʌn] pron.没有人；一个也没有；没有任何东西 adj.没有的，一点没有的 adv.决不，一点也不 n.(None)人名；(葡、罗)诺
375

内；(日)野根(姓)

northside 1 [地名] [基里巴斯] 诺斯赛德
392 northwestern 1 [,nɔ:θ'westən] adj.来自西北的；西北方的；在西北部的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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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8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394 now 1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395 occupied 1 ['ɔkjupaid] adj.已占用的；使用中的；无空闲的 v.占有（occupy的过去分词）
396 October 1 [ɔk'təubə] n.[天]十月
397 of 35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98 off 1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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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officer 1 ['ɔfisə, 'ɔ:-] n.军官，警官；公务员，政府官员；船长 vt.指挥 n.(Officer)人名；(英)奥菲瑟
401 officers 1 n.军官，人员（officer复数形式）
402 oh 2 [əu] int.哦；哎呀（表示惊讶或恐惧等）
403 old 2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404 oldest 1 ['əuldist] adj.最老的（old的最高级）；最旧的
405 On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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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

着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on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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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 only 1 ['əunli] adv.只，仅仅；不料 adj.唯一的，仅有的；最合适的 conj.但是；不过；可是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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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 operations 1 n.运营；运作；业务操作（operation的复数）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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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 orange 1 ['ɔrindʒ, 'ɔ:-] adj.橙色的；橘色的 n.橙；橙色；桔子 n.(Orange)人名；(英)奥林奇；(法)奥朗热
412 orb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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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orbiting 1 ['ɔːbɪtɪŋ] n. 轨道运行；旋转运动；转圈 动词orbit的现在分词.
414 other 3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415 out 6 [aut] adv.出现；在外；出局；出声地；不流行地 adj.外面的；出局的；下台的 n.出局 prep.向；离去 vi.出来；暴露 vt.使熄
406

灭；驱逐

overseen 1 ['əuvə,si:ŋ] v.视察；监视（oversee的过去分词）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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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lace 1 ['pælis] n.宫殿；宅邸；豪华住宅
419 part 2 n.部分；角色；零件；一些；片段 vt.分离；分配；分开 vi.断裂；分手 adv.部分地 adj.部分的 n.(Part)人名；(英、瑞典)帕
416

特；(泰)巴；(法)帕尔

participating 1 [pɑː'tɪsɪpeɪtɪŋ] adj. 一起参加的
421 pass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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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passengers 3 旅客
423 patriots 1 n. 爱国者（patriot的复数）；深海截击战
424 Paul 1 [pɔ:l] n.保罗（男子名）
425 paying 1 ['pei'ŋ] adj.支付的；赢利的；合算的 n.支付；填缝；放送绳链 v.支付；报答（pay的ing形式）
426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427 per 1 [强pə:, 弱pə] prep.每；经；按照；每一 n.(Per)人名；(德、挪、丹、瑞典)佩尔
428 pie 1 [pai] n.馅饼；饼图；爱说话的人 vt.使杂乱
429 pilot 2 ['pailət] n.飞行员；领航员 adj.试点的 v.驾驶；领航；试用 n.(Pilot)人名；(意、印)皮洛特；(法)皮洛
430 plac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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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 plane 3 [plein] n.飞机；平面；程度，水平 vi.刨；乘飞机旅行；翱翔 vt.刨平；用刨子刨；掠过水面 adj.平的；平面的 n.(Plane)人
420

名；(塞、瑞典、法)普拉内

plans 2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433 planted 1 [plaːntɪd] adj. 种植的 动词plant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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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 political 1 [pə'litikəl] adj.政治的；党派的
436 politicians 1 [pɒlɪ'tɪʃnz] 政治家
437 pollution 1 [pə:'lju:ʃən] n.污染 污染物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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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rayal 1 [pɔ:'treiəl, pəu-] n.描绘；画像，肖像
439 potential 1 [pəu'tenʃəl] n.潜能；可能性；[电]电势 adj.潜在的；可能的；势的
440 Powell 13 ['pəuəl] n.鲍威尔（英国物理学家）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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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 presidency 1 ['prezidənsi] n.总统（或董事长、会长、大学校长等）的职位（任期）；管辖；支配
443 president 3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444 presidential 1 [,prezi'denʃəl] adj.总统的；首长的；统辖的
445 pressing 1 ['presiŋ] n.压；冲压件 adj.紧迫的；迫切的；恳切的 v.压；按；熨烫衣物（press的ing形式） n.(Pressing)人名；(德)普
438

雷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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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 prevented 1 [prɪ'vent] v. 预防；防止，阻止；挡住
448 prioritizing 1 英 [praɪ'ɒrətaɪz] 美 [praɪ'ɔːrətaɪz] vt. 把 ... 区分优先次序
449 probably 1 ['prɔbəbli] adv.大概；或许；很可能
450 probes 1 英 [prəʊb] 美 [proʊb] n. 调查；查究；探针；探测器 v. 用探针测；探测；详细调查
451 professional 2 [prə'feʃənəl] adj.专业的；职业的；职业性的 n.专业人员；职业运动员
452 program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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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

程式

propel 1 [prəu'pel] vt.推进；驱使；激励；驱策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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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 pumpkin 4 ['pʌmpkin, 'pʌŋ-] n.南瓜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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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

(泰、缅)布

putting 2 ['putiŋ] n.投掷；（高尔夫球）打球入洞 v.放置（put的ing形式）；轻击球；使球入洞的轻击（putt的ing形式）
458 quest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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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 quieter 1 ['kwaɪətə] n. 内燃机的消音装置
460 rac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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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

赛；全速行进 n.(Race)人名；(英)雷斯；(塞)拉采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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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来回走动

462

1 [ræŋk] n.排；等级；军衔；队列 adj.讨厌的；恶臭的；繁茂的 vt.排列；把…分等 vi.列为；列队 n.(Rank)人名；(英、德、
芬、捷)兰克

rank

ranking 1 ['ræŋkiŋ] adj.上级的；头等的；超群的 n.等级；地位 v.排列；归类于（rank的ing形式） n.(Ranking)人名；(英)兰金
464 rapidly 3 ['ræpidli] adv.迅速地；很快地；立即
465 rare 1 adj.稀有的；稀薄的；半熟的 adj.杰出的；极度的；非常好的 adv.非常；极其 vi.用后腿站起；渴望
466 re 1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467 reach 1 [ri:tʃ] vi.达到；延伸；伸出手；传开 vt.达到；影响；抵达；伸出 n.范围；延伸；河段；横风行驶 n.(Reach)人名；(柬)列
468 Reagan 1 ['reigən] n.里根（姓氏）
469 reality 2 [ri'æləti, ri:-] n.现实；实际；真实
470 really 2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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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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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 recognize 1 ['rekəgnaiz] vt.认出，识别；承认 vi.确认，承认；具结
474 record 1 [ri'kɔ:d, 'rekɔ:d] vt.记录，记载；标明；将...录音 vi.记录；录音 n.档案，履历；唱片；最高纪录 adj.创纪录的 n.(Record)人
463

名；(法)勒科尔；(英)雷科德

records 1 [rɪ'kɔːds] n.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
476 reduce 1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477 regret 1 [ri'gret] n.遗憾；抱歉；悲叹 vt.后悔；惋惜；哀悼 vi.感到后悔；感到抱歉
478 remember 1 [ri'membə] vt.记得；牢记；纪念；代…问好 vi.记得，记起
479 reports 1 英 [rɪ'pɔːt] 美 [rɪ'pɔːrt] n. 报告；传闻；成绩单；爆炸声 v. 报告；报导；叙述；举报；报到；对…负责
480 researcher 1 [ri:'sə:tʃə] n.研究员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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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

reserve 1 n.储备，储存；自然保护区；预备队；缄默；[金融]储备金 vt.储备；保留；预约 vi.预订 n.(Reserve)人名；(法)勒塞尔
夫

resume 1 [rezju:'mei, ri'zju:m; -'zu:m] n.摘要；[管理]履历，简历 vt.重新开始，继续；恢复，重新占用 vi.重新开始，继续
483 rethink 1 [ri:'θiŋk, 'ri:θiŋk] vt.重新考虑；再想 vi.重新考虑；再想 n.重新考虑；反思；新想法
484 returned 1 [ri'tə:nd] adj.回国的；归来的；被送回的
485 right 1 [rait] adj.正确的；直接的；右方的 vi.复正；恢复平稳 n.正确；右边；正义 adv.正确地；恰当地；彻底地 vt.纠正 n.(Right)
482

人名；(英)赖特

rights 1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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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 ronald 1 ['rɔnəld] n.罗纳德（男子名）
489 rotc 1 abbr.（美）后备军官训练队（ReserveOfficers'TrainingCorps）
490 rotors 1 ['rəʊtəz] 转子
491 rover 1 ['rəuvə] n.漫游者；流浪者；漂泊者 n.(Rover)人名；(英)罗弗；(意)罗韦尔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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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

名；(英)拉什

Russia 1 ['rʌʃə] n.俄罗斯
494 safer 1 ['seɪfər] adj. 更安全的 形容词safe的比较级.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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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

拉伯)赛义德

samples 1 ['sɑːmplz] n. 采样；示例 名词sample的复数形式.
497 sandra 1 ['sændrə; ,sɔn-] n.桑德拉（女子名）
498 satellite 2 ['sætəlait] n.卫星；人造卫星；随从；卫星国家
499 saved 1 ['seɪvd] adj. 保存了的；获救的 v. 救；节省；保存（动词s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500 saying 1 ['seiiŋ] n.话；谚语；言论 v.说（say的ing形式）
501 says 5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502 scare 1 [skεə] vt.惊吓；把…吓跑 vi.受惊 n.恐慌；惊吓；惊恐 adj.（美）骇人的
503 scheduled 1 英 ['ʃedjuːld] 美 ['skedʒəld] adj. 预定的；预先安排的 动词schedu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04 school 1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505 sciarra 3 夏拉
506 scientific 1 [,saiən'tifik] adj.科学的，系统的
507 sec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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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

(Second)人名；(法)塞孔

secretary 2 ['sekrətəri] n.秘书；书记；部长；大臣
509 secure 1 [si'kjuə] adj.安全的；无虑的；有把握的；稳当的 vt.保护；弄到；招致；缚住 vi.获得安全；船抛锚；停止工作
510 security 2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511 se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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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 seed 1 [si:d] n.种子；根据；精液；萌芽；子孙；原由 vt.播种；结实；成熟；去…籽 vi.播种；（植物）结实 n.(Seed)人名；(英)
508

锡德

se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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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 sent 1 [sent] v.送，寄出（send的过去分词） n.(Sent)人名；(德)森特
515 seriously 1 ['siəriəsli, 'si:r-] adv.认真地；严重地，严肃地
516 servant 1 ['sə:vənt] n.仆人，佣人；公务员；雇工 n.(Servant)人名；(西)塞尔万特；(法)塞尔旺
517 served 1 英 [sɜːv] 美 [sɜːrv] v. 服务；侍候；担任；可作 ... 用；度过；对待 n. 发球
518 service 1 ['sə:vis] n.服务，服侍；服役；仪式 adj.服务性的；耐用的；服现役的 vt.维修，检修；保养 n.(Service)人名；(英)瑟维斯
519 serving 1 ['sə:viŋ] n.服务；上菜；一份食物 v.服务（serve的ing形式） adj.用于上菜的 n.(Serving)人名；(瑞典)塞尔温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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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

n.(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shatner 2 n. 沙特纳
522 she 1 [ʃi:] pron.她（主格）；它（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船舶、地球、月亮等） n.女人；雌性动物 n.(She)人名；(中)佘(普通
521

话·威妥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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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zhou 1 n. “神舟”
524 shopping 1 ['ʃɔpiŋ] n.购物，买东西 v.购物（shop的ing形式）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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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

肖

sides 1 [saɪdz] n.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
527 significantly 3 adv.显著地；相当数量地
528 single 2 ['siŋgl] adj.单一的；单身的；单程的 n.一个；单打；单程票 vt.选出 vi.击出一垒安打
529 six 2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530 skip 1 [skip] vi.跳跃；跳绳；遗漏；跳读 vt.跳过；遗漏 n.跳跃；跳读 n.(Skip)人名；(英)斯基普
531 skyline 1 ['skailain] n.地平线；空中轮廓线；架空索 vt.天空映衬出…的轮廓
532 s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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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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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 so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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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

>稍微

somebody 1 ['sʌm,bɔdi, -bʌ-, -bə-] n.大人物；重要人物 pron.有人；某人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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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538 space 22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539 spacewalk 1 ['speiswɔ:k] n.太空漫步，太空行走；航天舱外活动
540 speaker 1 ['spi:kə] n.演讲者；扬声器；说话者；说某种语言的人 n.(Speaker)人名；(英)斯皮克
541 spectacle 1 n.景象；场面；奇观；壮观；公开展示；表相，假相n.（复）眼镜
542 speech 2 [spi:tʃ] n.演讲；讲话；[语]语音；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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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

繁荣 n.(Speed)人名；(英)斯皮德

st 2 [es ti:] abbr.标准时间（standardtime）；Shipping装货单（ShippingTicket）
545 staff 1 [stɑ:f, stæf] n.职员；参谋；棒；支撑 adj.职员的；行政工作的 vt.供给人员；给…配备职员 vi.雇用工作人员 n.(Staff)人名；
544

(德、匈)施塔夫；(瑞典、英)斯塔夫

stands 1 [stænd] v. 站立；忍受；位于；停滞 n. 站立；货摊；停顿；看台
547 sta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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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

(Star)人名；(瑞典)斯塔尔；(德)施塔尔

start 1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549 startups 1 [s'tɑːrtʌps] 创业
550 sta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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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 statement 1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552 station 7 n.车站；驻地；地位；身份 vt.配置；安置；驻扎
553 step 1 [step] n.步，脚步；步骤；步伐；梯级 vi.踏，踩；走 vt.走，迈步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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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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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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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 streamline 1 vt.把…做成流线型；使现代化；组织；使合理化；使简单化 n.流线；流线型 adj.流线型的
557 study 1 ['stʌdi] n.学习，研究；课题；书房；学问 vt.学习；考虑；攻读；细察 vi.研究；用功 n.(Study)人名；(英)斯塔迪
558 subscribing 1 [səb'skraɪb] vt. 订阅；签名；支持；捐赠；同意
559 success 1 [sək'ses] n.成功，成就；胜利；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
560 such 2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561 surfaces 1 英 ['sɜːfɪs] 美 ['sɜːrfɪs] n. 表面；外表；平面 adj. 表面的；肤浅的 vt. 在 ... 上加表层；使 ... 成平面 vi. 浮到水面；显露；在
555

表面工作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563 take 3 vt.拿，取；采取；接受（礼物等）；买，花费；耗费（时间等） vi.拿；获得 n.捕获量；看法；利益，盈益；（入场券
562

的）售得金额
564

takeoff

1 起飞 开始 起跳 起跳的，起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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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s 1 [teɪk] v. 拿；取；执行；需要；接受；理解；修(课程)；花费；吃（喝）；认为；搭乘 n. 拿取；取得物
566 tak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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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 taxi 2 ['tæksi] vi.乘出租车；滑行 vt.使滑行；用出租车送 n.出租汽车
568 taxis 1 ['tæksis] n.整腹法；反射运动；分类法；（古希腊军队的）分队；排列 n.(Taxis)人名；(英、芬)塔克西斯
569 team 1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570 technology 1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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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 th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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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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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 that 20 [ðæt, 弱ðət, ðt] pron.那；那个 adv.那么；那样 conj.因为；以至于 adj.那；那个 n.(That)人名；(德)塔特
575 the 8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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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 them 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578 there 3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579 these 3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580 they 5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581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582 think 3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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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4 though 2 [ðəu] adv.可是，虽然；不过；然而 conj.虽然；尽管 prep.但
585 thought 2 [θɔ:t] n.思想；思考；想法；关心 v.想，思考；认为（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86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587 three 5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588 throughout 1 [θru:'aut] adv.自始至终，到处；全部 prep.贯穿，遍及
589 tightening 1 ['taitniŋ] v.拧紧；使绷紧；扣紧（tighten的ing形式）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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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

名；(俄)季梅；(英)泰姆；(罗)蒂梅
591

to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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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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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4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595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596 tourist 1 ['tuərist] n.旅行者，观光客 adj.旅游的 vt.在旅行参观 vi.旅游；观光 adv.坐旅游车厢；坐经济舱
597 touted 1 [taʊt] v. 兜售；高价卖；刺探；吹捧 n. 贩子
598 traditional 1 [trə'diʃənəl] adj.传统的；惯例的
599 traffi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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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training 2 ['treiniŋ] n.训练；培养；瞄准；整枝 v.训练；教养（train的ing形式）
601 transcript 1 ['trænskript, 'trænz-, 'trɑ:n-] n.成绩单；抄本，副本；文字记录
602 translated 1 [træns'leɪt] v. 翻译；解释；转移；调动
603 transportation 2 [,trænspə'teiʃən, ,trænz-, ,trɑ:n-] n.运输；运输系统；运输工具；流放
604 travel 3 ['trævəl] vi.旅行；行进；步行；交往 vt.经过；在…旅行 n.旅行；游历；漫游
605 trek 1 [trek] n.艰苦跋涉 vt.（牛）拉（货车）；搬运 vi.艰苦跋涉 n.(Trek)人名；(阿拉伯)特里克
606 tribute 1 n.礼物；[税收]贡物；颂词；（尤指对死者的）致敬，悼念，吊唁礼物
607 trip 1 [trip] vi.绊倒；远足；犯错误；轻快地走 n.旅行；绊倒；差错 vt.绊倒；使犯错 n.(Trip)人名；(荷)特里普
608 trivia 1 ['triviə] n.琐事
609 trying 1 ['traiiŋ] adj.难受的；难堪的；费劲的；令人厌烦的 v.尝试（try的ing形式）；试验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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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1 ['tju:zdi; -dei] n.星期二
611 twice 1 [twais] adv.两次；两倍
612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613 typical 1 ['tipikəl] adj.典型的；特有的；象征性的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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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dentified 7 adj.未经确认的；未辨别出的，身份不明的
616 unique 1 [ju:'ni:k] adj.独特的，稀罕的；[数]唯一的，独一无二的 n.独一无二的人或物 n.(Unique)人名；(英)尤妮克
617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618 unrolls 1 英 [ʌn'rəʊl] 美 [ʌn'roʊl] v. (由卷曲状态)展开；展现；显示
619 u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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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 update 1 [ʌp'deit, 'ʌpdeit] vt.更新；校正，修正；使现代化 n.更新；现代化
621 updated 1 [ʌp'deɪtɪd] adj. 更新的；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22 upon 1 [ə'pɔn] prep.根据；接近；在…之上
623 us 3 pron.我们
624 useable 1 ['ju:zəbl] adj.可用的；便于使用的（等于usable）
625 vaccinated 1 ['væksɪneɪt] v. 接种疫苗；预防接种
626 vacuum 1 ['vækjuəm] n.真空；空间；真空吸尘器 adj.真空的；利用真空的；产生真空的 vt.用真空吸尘器清扫
627 ve 1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628 vehic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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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 vehicles 3 ['viːɪklz] n. 交通工具；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
630 venture 1 ['ventʃə] vt.敢于 vi.冒险；投机 n.企业；风险；冒险 n.(Venture)人名；(法)旺蒂尔
631 ventures 1 英 ['ventʃə(r)] 美 ['ventʃər] n. 冒险(事业)；风险；投机；企业 v. 冒险；敢于；冒昧地说
632 vertical 1 adj.垂直的，直立的；[解剖]头顶的，顶点的；[植]纵长的，直上的 n.垂直线，垂直面；垂直位置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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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 Vietnam 1 n.越南（东南亚国家）
635 vine 1 [vain] n.藤；葡萄树；藤本植物；攀缘植物 vi.长成藤蔓；爬藤 n.(Vine)人名；(葡)维内；(英)瓦因
636 visit 2 ['vizit] n.访问；参观；逗留 vt.访问；参观；视察 vi.访问；暂住；闲谈 n.(Visit)人名；(老)维西；(泰)威实
637 volunteers 1 英 [ˌvɒlən'tɪə(r)] 美 [ˌvɑːlən'tɪr] n. 志愿者；(自行生长的)植物 v. (自愿)做
638 Wang 1 [wang] n.王（姓氏）；王安电脑公司
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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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 wants 1 ['wɒnts] n.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641 war 2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642 warned 1 英 [wɔːn] 美 [wɔːrn] vt. 警告；告诫；预先通知 vi. 发出警告
643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644 watching 2 ['wɔtʃiŋ] vt.观看，守望；监视，注意（watch现在分词）
645 wa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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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 w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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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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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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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9 western 1 ['westən] adj.西方的，西部的；有西方特征的 n.西方人；西部片，西部小说 n.(Western)人名；(英)韦斯顿
650 wh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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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1 which 3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652 while 3 [hwail] conj.虽然；然而；当……的时候 n.一会儿；一段时间 vt.消磨；轻松地度过
653 who 3 pron.谁；什么人
654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655 will 4 [wɪl] n.意志；决心；情感；遗嘱；意图；心愿 vt.决心要；遗赠；用意志力使 vi.愿意；下决心 aux.将；愿意；必须
656 William 2 ['wiljəm] n.威廉（男子名）；钞票，纸币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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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8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658 within 1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659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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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7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work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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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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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1

(Working)人名；(英)沃金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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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

(英、德)沃斯特

would 3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666 wow 1 n.极大的成功；一鸣惊人之举；魔兽世界(WorldofWarcraft)；失真 int.（表示极大的惊奇或钦佩）哇，呀
667 wrap 1 [ræp] vt.包；缠绕；隐藏；掩护 vi.包起来；缠绕；穿外衣 n.外套；围巾
668 yap 1 [jæp] vi.狂吠；哇啦哇啦地瞎说 vt.瞎讲 n.狂吠声；废话；笨蛋 n.(Yap)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叶
669 ye 2 [ji:, 弱ji] abbr.酵母抽提物（YeastExtracts）；亚萨卡，乒乓底板（YasakaExtra） n.(Ye)人名；(缅)耶
670 year 3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671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672 yet 2 [jet] adv.还；但是；已经 conj.但是；然而 n.(Ye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一
673 York 2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674 you 8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675 your 3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676 YouTube 1 英 ['juːtjuːb] 美 ['juːtuːb] n. 一个互联网视频共享网站
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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