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8-17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oogle Uses Android Phones
to Measure, Follow Earthquakes 词汇表词汇表

1 able 1 ['eibl] adj.能；[经管]有能力的；能干的 n.(Able)人名；(伊朗)阿布勒；(英)埃布尔

2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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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ccelerometers 1 ['ækselərəʊmɪtəz] 加速度计

4 accurate 2 ['ækjurət] adj.精确的

5 action 1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6 activity 3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7 add 1 [æd] vi.加；增加；加起来；做加法 vt.增加，添加；补充说；计算…总和 n.加法，加法运算

8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9 adds 1 abbr. 高级数据显示系统(=Advanced Data Display System)

10 adj 4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11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12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13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14 aims 1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15 airplanes 1 飞机

16 alert 2 [ə'lə:t] vt.警告；使警觉，使意识到 adj.警惕的，警觉的；留心的 n.警戒，警惕；警报 n.(Alert)人名；(西)阿莱尔特

17 alerts 2 英 [ə'lɜːt] 美 [ə'lɜːrt] adj. 警觉的；灵敏的 vt. 使意识到；警惕 n. 警戒；警报

18 all 1 [ɔ:l] adj.全部的 adv.全然地；越发 n.全部 pron.全部 n.(All)人名；(瑞典)阿尔；(英)奥尔

19 along 1 [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20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21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22 an 6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3 and 12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24 android 7 ['ændrɔid] n.机器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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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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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re 1 [强ɑ:, 弱ə] v.是（be的第二人称单复数现在式） n.公亩 n.(Are)人名；(意、西、芬)阿雷

28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29 areas 1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30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31 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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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ssociated 1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3 based 2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34 be 9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5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36 before 2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37 begins 1 [bɪ'ɡɪn] v. 开始；着手

38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39 billion 1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40 Bridges 1 ['bridʒiz] n.布里奇斯（姓氏）



41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42 building 1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43 built 1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44 businesses 1 ['bɪznəsɪz] n. 店铺，商行（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

45 b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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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California 3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47 called 2 [kɔː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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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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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食品罐头

49 cars 1 英 [kɑ:z] 美 [kɑ:rz] n. 汽车；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

50 cause 1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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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ter)人名；(英)森特

52 central 1 ['sentrəl] adj.中心的；主要的；中枢的 n.电话总机

53 close 1 [kləuz] adj.紧密的；亲密的；亲近的 vt.关；结束；使靠近 vi.关；结束；关闭 adv.紧密地 n.结束 n.(Close)人名；(西)克洛
塞；(英、法)克洛斯

54 combines 1 [kəm'baɪn] v. 联合；使结合；结合 n. 集团；联合收割机；联合企业

55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56 communications 1 英 [kəmjuːnɪ'keɪʃ(ə)nz] 美 [kəˌmjuːnɪ'keɪʃənz] n. 通信技术；通讯设备 名词communication的复数形式.

57 compan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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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computer 2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59 correct 1 [kə'rekt] vt.改正；告诫 vi.调整；纠正错误 adj.正确的；恰当的；端正的

60 could 4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61 countries 1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62 cov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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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敷衍；给…投保； n.(Cover)人名；(英)科弗；(意)科韦尔

63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64 creates 1 [kri'ː eɪts] n. 创立 创建.

65 creating 1 [kri'ː eɪtɪŋ] vbl. 创造； 建造； 把 ... 列为

66 damaging 1 ['dæmidʒiŋ] adj.有破坏性的，损害的；诽谤的 v.破坏（damage的现在分词形式）；损害

67 data 4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68 decide 1 [di'said] vt.决定；解决；判决 vi.决定，下决心

69 detect 3 [di'tekt] vt.察觉；发现；探测

70 detection 1 [di'tekʃən] n.侦查，探测；发觉，发现；察觉

71 develop 1 [di'veləp] vt.开发；进步；使成长；使显影 vi.发育；生长；进化；显露

72 developing 1 [di'veləpiŋ] adj.发展中的 n.[摄]显影 v.发展（develop的ing形式）

73 device 2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74 devices 4 [dɪ'vaɪsɪz] n. 设备

75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76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77 direction 1 [di'rekʃən, dai-] n.方向；指导；趋势；用法说明

78 discover 1 [dis'kʌvə] vt.发现；发觉 vi.发现

79 d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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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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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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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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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n.(Down)人名；(英)唐



82 drop 1 [drɔp] vt.滴；使降低；使终止；随口漏出 vi.下降；终止 n.滴；落下；空投；微量；滴剂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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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85 earliest 1 英 ['ɜːliɪst] 美 ['ɜːrliɪst] n. 最早 adj. 最早的

86 eart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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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arthquake 10 ['ə:θkweik] n.地震；大动荡

88 earthquakes 9 ['ɜːθkweɪks] n. 地震 名词earthquake的复数形式.

89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90 editor 1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91 electronic 1 adj.电子的 n.电子电路；电子器件

92 elevator 1 ['eliveitə] n.电梯；升降机；升降舵；起卸机

93 elevators 1 ['elɪveɪtəz] 电梯

94 energy 3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95 engine 1 ['endʒin] n.引擎，发动机；机车，火车头；工具

96 English 1 ['iŋgliʃ] adj.英国人的；英国的；英文的 n.英语；英国人；英文；英格兰人 vt.把…译成英语

97 entering 1 ['entəriŋ] v.进入（enter的ing形式）；录入；键入

98 equipment 5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99 estimates 1 ['estɪməts] n.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

100 exact 1 adj.准确的，精密的；精确的 vt.要求；强求；急需 vi.勒索钱财

101 exist 1 [ig'zist] vi.存在；生存；生活；继续存在

102 expected 1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103 extr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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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facebook 1 ['feɪsbʊk] n. 肖像影集；脸谱网或脸书网（知名社交网站） v.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

105 fact 1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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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英、俄、芬、捷、瑞典)法斯特

107 faster 1 ['fa:stə] adj.更快的 adv.更快地 n.(Faster)人名；(德、捷)法斯特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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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deral)人名；(英)费德勒尔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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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fir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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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flat 1 adj.平的；单调的；不景气的；干脆的；平坦的；扁平的；浅的 adv.（尤指贴着另一表面）平直地；断然地；水平地；直
接地，完全地 n.平地；公寓；平面 vt.使变平；[音乐]使（音调）下降，尤指降半音 vi.逐渐变平；[音乐]以降调唱（或奏）
n.（法）弗拉特（人名）；（英）弗莱特（人名）

112 floor 1 [flɔ:] n.地板，地面；楼层；基底；议员席 vt.铺地板；打倒，击倒；（被困难）难倒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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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for 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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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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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117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118 freely 1 ['fri:li] adv.自由地；免费地；大量地；慷慨地；直率地

119 from 5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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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geological 1 [dʒiə'lɔdʒikəl] adj.地质的，地质学的

122 Geor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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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24 google 10 [gu:gl] 谷歌；谷歌搜索引擎

125 Greater 1 ['greitə] adj.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

126 groun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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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的 v.研磨（grind的过去分词）；压迫

127 grow 1 [grəu] vi.发展；生长；渐渐变得… vt.使生长；种植；扩展 n.(Grow)人名；(英)格罗

128 happened 1 ['hæpəned] adj.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9 happening 1 ['hæpəniŋ] n.事件；意外发生的事 v.发生；碰巧（happen的ing形式）

130 happens 1 ['hæpən] vi. 发生；碰巧；出现；偶遇

131 h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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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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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134 held 1 v.握住（hold的过去分词）；举起,抬起；使升高；展示；提出(作为榜样)(后与as连用) n.(Held)人名；(英、瑞典)赫尔德；
(德、捷)黑尔德；(罗、匈、塞)海尔德

135 helpful 1 ['helpful] adj.有帮助的；有益的

136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37 identifies 1 [aɪ'dentɪfaɪ] vt. 鉴定；识别，辨认出，认出；认明；把…看成一样 vi. 认同；感同身受

138 identify 2 vt.确定；鉴定；识别，辨认出；使参与；把…看成一样vi.确定；认同；一致

139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40 immediately 2 [i'mi:diətli] adv.立即，立刻；直接地 conj.一…就

141 in 14 [in] prep.按照（表示方式）；从事于；在…之内 adv.进入；当选；（服装等）时髦；在屋里 adj.在里面的；时髦的 n.执政
者；门路；知情者 n.(In)人名；(中)演(广东话·威妥玛)；(柬)殷(用于名字第一节)，因；(日)寅(名)

142 individuals 1 [ɪndɪ'vɪdʒuəlz] 个人

143 information 4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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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intensity 1 [in'tensəti] n.强度；强烈；[电子]亮度；紧张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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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is 10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48 i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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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its 4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50 joined 1 [dʒɔɪnd]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51 kinds 1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152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153 large 1 [lɑ:dʒ] adj.大的；多数的；广博的 adv.大大地；夸大地 n.大 n.(Large)人名；(英)拉奇；(法)拉尔热

154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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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launched 2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157 learning 1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58 light 2 n.光；光线；灯；打火机；领悟；浅色；天窗 adj.轻的；浅色的；明亮的；轻松的；容易的；清淡的 vi.点着；变亮；着
火 vt.照亮；点燃；着火 adv.轻地；清楚地；轻便地 n.(Light)人名；(英)莱特

159 lines 1 [laɪnz] n. (剧本中的)台词；诗歌；线条；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

160 lo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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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161 lucky 1 ['lʌki] adj.幸运的；侥幸的

162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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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mainly 1 ['meinli] adv.主要地，大体上

165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66 me 1 [mi:, 弱mi] pron.我（宾格） n.自我；极端自私的人；自我的一部分 n.(Me)人名；(日)马(姓)；(朝)袂；(阿拉伯、柬、老)梅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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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measure 5 ['meʒə] n.测量；措施；程度；尺寸 vt.测量；估量；权衡 vi.测量；估量

169 message 1 ['mesidʒ] n.消息；差使；启示；预言；广告词 vi.报信，报告；[通信]报文 vt.通知

170 messages 1 ['mesɪdʒɪz] n. 信息 名词message的复数形式.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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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millions 1 ['mɪliənz] n. 数百万；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

173 minute 1 [ˈmɪnɪt] n.分，分钟；片刻，一会儿；备忘录，笔记；会议记录 vt.将…记录下来 adj.微小的，详细的[maɪˈnjuːt;US-
ˈnuːt;maɪˋnut]

174 mobile 2 adj.可移动的；机动的；易变的；非固定的 n.移动电话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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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莫雷

176 motion 1 n.动作；移动；手势；请求；意向；议案 vi.运动；打手势 vt.运动；向…打手势

177 mountain 1 [ˈmauntin，ˈmaʊntən] n.山；山脉 n.(Mountain)人名；(英)芒廷

178 move 3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179 moved 1 [muːvd] adj.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0 movement 1 ['mu:vmənt] n.运动；活动；运转；乐章

181 moves 1 [muːv] n.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

182 moving 1 ['mu:viŋ] adj.移动的；动人的；活动的 v.移动（move的ing形式）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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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near 2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185 needed 1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86 network 1 ['netwə:k] n.网络；广播网；网状物

187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88 nex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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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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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91 notice 1 ['nəutis] n.通知，布告；注意；公告 vt.通知；注意到；留心 vi.引起注意

192 of 1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93 O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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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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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operating 2 ['ɔpəreitiŋ] adj.操作的；[外科]外科手术的 v.操作（operate的ing形式）；动手术

196 or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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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order 1 ['ɔ:də] n.命令；顺序；规则；[贸易]定单 vt.命令；整理；定购 vi.命令；定货

198 other 6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99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00 outermost 1 ['autəməust] adj.最外面的；最远的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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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土)奥韦尔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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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page 1 [peidʒ] n.页；记录；大事件，时期；男侍者 vt.给…标页码 vi.翻书页，浏览 n.(Page)人名；(西)帕赫；(英)佩奇；(意)帕
杰；(法)帕日

204 panel 1 ['pænl] n.仪表板；嵌板；座谈小组，全体陪审员 vt.嵌镶板 n.(Panel)人名；(英、法)帕内尔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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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泰)巴；(法)帕尔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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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208 passage 1 n.一段（文章）；走廊；通路；通过 n.(Passage)人名；(英)帕西奇；(法)帕萨热

209 people 4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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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想；未定之事

211 phone 2 [fəun] n.电话；耳机，听筒 vt.打电话 vi.打电话 n.(Phone)人名；(老、缅)蓬

212 phone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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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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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斯

214 planet 1 ['plænit] n.行星 n.(Planet)人名；(法)普拉内；(西、葡)普拉内特

215 plans 1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216 plate 1 [pleit] n.碟；金属板；金属牌；感光底片 vt.电镀；给…装甲 n.(Plate)人名；(英、德、俄、西、意、瑞典)普拉特

217 plates 2 [pleɪts] n. 盘子；板材 名词plate的复数形式.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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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predict 1 [pri'dikt] vt.预报，预言；预知 vi.作出预言；作预料，作预报

220 predicting 1 [prɪ'dɪkt] v. 预言；预报；预知；预测

221 press 1 [pres] vt.压；按；逼迫；紧抱 vi.压；逼；重压 n.压；按；新闻；出版社；[印刷]印刷机 n.(Press)人名；(英、德、俄、
西、瑞典)普雷斯

222 presse 1 Die Presse (German-Neue Freie Presse)-Vienna's Press (德语)维也纳通信社

223 prevent 1 [pri'vent, pri:-] vt.预防，防止；阻止 vi.妨碍，阻止

224 primary 3 ['praiməri] adj.主要的；初级的；基本的 n.原色；最主要者

225 process 1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的

226 processing 1 n. 进程；步骤；数据处理；整理；配制

227 provide 3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228 purpose 1 ['pə:pəs] n.目的；用途；意志 vt.决心；企图；打算

229 quake 4 [kweik] vi.震动；颤抖 n.地震；颤抖

230 quakes 1 [kweɪk] v. 震动；颤抖 n. 震动；地震

231 racing 1 ['reisiŋ] n.赛马；竞赛 vi.赛马（race的ing形式）；竞赛 adj.比赛的

232 receive 1 [ri'si:v] vt.收到；接待；接纳 vi.接收

233 relating 1 [rɪ'leɪtɪŋ] adj.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

234 relation 1 [ri'leiʃən] n.关系；叙述；故事；亲属关系

235 release 1 [ri'li:s] vt.释放；发射；让与；允许发表 n.释放；发布；让与

236 released 1 [rɪ'liː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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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report 1 [ri'pɔ:t] n.报告；报道；成绩单 vt.报告；报导；使报到 vi.报告；报到；写报导 n.(Report)人名；(匈)雷波特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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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resources 1 [rɪ'sɔː sɪz] n. 资源；才智；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

240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41 run 2 vi.经营；奔跑；运转 vt.管理，经营；运行；参赛 n.奔跑；赛跑；趋向；奔跑的路程 n.(Run)人名；(塞)鲁恩

242 runs 1 [rʌnz] n.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

243 said 3 adj.上述的，该 v.说（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aid)人名；(西、塞、哈萨克、乌兹、吉尔、塔吉、土库、阿塞、阿
拉伯)赛义德

244 s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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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伊；(匈、罗)绍伊

245 says 7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46 scientists 1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247 screen 2 [skri:n] n.屏，幕；屏风 vt.筛；拍摄；放映；掩蔽 vi.拍电影 n.(Screen)人名；(英)斯克林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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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searches 1 英 [sɜːtʃ] 美 [sɜːrtʃ] v. 搜寻；探求；调查 n. 搜寻；搜索；调查

250 seconds 3 ['sekəndz] n. 秒，时刻 名词second的复数

251 section 1 n.截面；部分；部门；地区；章节 vi.被切割成片；被分成部分 vt.把…分段；将…切片；对…进行划分

252 seek 1 [si:k] vt.寻求；寻找；探索；搜索 vi.寻找；探索；搜索

253 seismic 1 ['saizmik, 'sais-] adj.地震的；因地震而引起的

254 seismographic 2 [,saizmə'græfik, ,sais-] adj.地震仪的；地震学的

255 seismometer 2 [saiz'mɔmitə, sais-] n.地震仪；地震检波器

256 sends 1 [sendz] n. 随浪上浮 名词send的复数形式.

257 sensors 3 ['sensəz] 传感器

258 sent 2 [sent] v.送，寄出（send的过去分词） n.(Sent)人名；(德)森特

259 server 2 ['sə:və] n.发球员；服伺者；服勤者；伺候者 n.(Server)人名；(土)塞尔韦尔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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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several 2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262 shaking 2 ['ʃeikiŋ] n.震动，震惊；挥动，摇动 v.握手（shake的ing形式）；摇动；颤动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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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

264 shown 2 ['ʃəun] v.解释（show的过去分词）；给予；表露

265 sign 1 n.迹象；符号；记号；手势；指示牌 vi.签署；签名 vt.签署；示意

266 signal 1 n.信号；暗号；导火线 vt.标志；用信号通知；表示 adj.显著的；作为信号的 vi.发信号 n.(Signal)人名；(瑞典)西格纳尔

267 size 1 [saiz] n.大小；尺寸 adj.一定尺寸的 vt.依大小排列 vi.可比拟

268 sliding 1 ['slaidiŋ] adj.变化的；滑行的 n.滑；移动 v.滑动；使滑行（slide的ing形式）

269 slow 1 [sləu] adj.慢的；减速的；迟钝的 vi.变慢；变萧条 vt.放慢；阻碍 adv.慢慢地；迟缓地 n.(Slow)人名；(英)斯洛

270 slowly 1 ['sləuli] adv.缓慢地，慢慢地

271 sm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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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名；(英)斯莫尔

272 smartphones 1 [s'mɑ tːfəʊnz] 智能手机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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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software 1 ['sɔftwεə, 'sɔ:-] n.软件

275 solution 1 [sə'lju:ʃən] n.解决方案；溶液；溶解；解答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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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278 sound 1 [saund] vt.听（诊）；测量，测…深；使发声；试探；宣告 n.声音，语音；噪音；海峡；吵闹；听力范围；[医]探条 adj.
健全的，健康的；合理的；可靠的；有效彻底的 adv.彻底地，充分地 vi.听起来；发出声音；回响；测深

279 spee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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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荣 n.(Speed)人名；(英)斯皮德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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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story 1 ['stɔ:ri] n.故事；小说；新闻报道；来历；假话 vt.用历史故事画装饰 vi.说谎 n.(Story)人名；(英)斯托里

282 strength 1 [streŋθ, streŋkθ] n.力量；力气；兵力；长处

283 strikes 1 [straɪk] n. 罢工；打击；殴打 v. 打；撞；罢工；划燃

284 studies 1 ['stʌdɪz]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

285 such 3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86 sudden 1 ['sʌdən] adj.突然的，意外的；快速的 n.突然发生的事

287 surf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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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survey 1 [sə:'vei, 'sə:vei, sə-] n.调查；测量；审视；纵览 vt.调查；勘测；俯瞰 vi.测量土地

289 system 1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90 systems 1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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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售得金额

292 taking 1 ['teikiŋ] n.取得；捕获；营业收入 adj.可爱的；迷人的；会传染的 v.拿；捕捉；夺取（take的ing形式）

293 technology 2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294 tectonic 3 [tek'tɔnik] adj.[地质]构造的；建筑的；地壳构造上的

295 t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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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TENS 1 十位

297 tested 1 ['testid] adj.经受过考验的；经验定的 v.考验（test的过去分词）；测验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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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一…就（用于nosooner等之后） prep.比；超过 n.(Than)人名；(老、柬、德)坦；(缅)丹

299 th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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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the 5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01 thei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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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them 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303 then 3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304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305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06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307 thi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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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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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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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俄)季梅；(英)泰姆；(罗)蒂梅

310 timely 1 ['taimli] adj.及时的；适时的 adv.及时地；早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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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to 39 [强 tu:, 弱 tu, 辅音前弱tə, t] adv.向前；（门等）关上 prep.到；向；（表示时间、方向）朝…方向 n.(To)人名；(柬)多；(中)脱
(普通话·威妥玛)

313 trains 1 [treɪn] n. 列车；火车；行列；一系列 vt. 训练；培训；瞄准 vi. 进行锻炼，接收训练；练习

314 tunnel 1 ['tʌnəl] n.隧道；坑道；洞穴通道 vt.挖；在…打开通道；在…挖掘隧道 vi.挖掘隧道；打开通道

315 tunnels 1 ['tʌnl] n. 隧道；地道；洞穴 v. 挖地道；挖隧道

316 turns 1 ['tɜːnz] n. 转向 名词turn的复数形式.

317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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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underground 1 ['ʌndəgraund] adv.在地下；秘密地 adj.地下的；秘密的；先锋派的 n.地下；地铁；地道；地下组织；秘密活动；
先锋派团体

320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321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322 u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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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us 2 pron.我们

324 use 1 [ju:z] n.使用；用途；发挥 vt.利用；耗费 vi.使用，运用 n.(Use)人名；(德)乌泽

325 used 4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326 user 1 ['ju:zə] n.用户 n.使用者 n.(User)人名；(土)乌塞尔

327 users 3 ['juːzəs] n.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

328 uses 4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329 usgs 6 abbr. 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美国地质勘探局

330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31 vis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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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VOA 1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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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warn 2 [wɔ:n] vt.警告，提醒；通知 vi.发出警告，发出预告 n.(Warn)人名；(英)沃恩；(德)瓦恩

335 warning 6 ['wɔ:niŋ] n.警告；预兆；预告 adj.警告的；引以为戒的 v.警告（warn的ing形式） n.(Warning)人名；(德)瓦宁

336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37 wave 2 [weiv] vi.波动；起伏；挥手示意；摇动；呈波形 vt.卷（烫）发；向…挥手示意；使成波浪形 n.波动；波浪；高潮；挥手
示意；卷曲

338 waves 1 [weivz] n.[物][军]波（wave的复数形式） v.波动；起伏（wav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挥动

339 w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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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website 1 ['websaɪt] n. 网站

341 wh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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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wh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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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343 where 2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344 whether 1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345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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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with 6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48 words 1 [wə:dz] n.[计]字（word的复数）；话语；言语 v.用言语表达（word的三单形式）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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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workers 1 ['wɜːkəz] n.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

351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52 worldwide 1 ['wə:ld,waid] adj.全世界的 adv.在世界各地

353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354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355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56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57 yet 1 [jet] adv.还；但是；已经 conj.但是；然而 n.(Ye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一

358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