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9-06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y_ Safety Devices Can
Greatly Reduce Big Truck Rear Cras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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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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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n.(About)人名；(法)阿布

3 accident 2 ['æksidənt] n.事故；意外；[法]意外事件；机遇

4 accidents 1 ['æksɪdənts] 事故

5 action 3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6 adapted 1 [ə'dæptɪd] adj.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 adding 1 ['ædiŋ] v.增加（add的ing形式） n.(Adding)人名；(瑞典)阿丁

8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9 administration 3 [əd,mini'streiʃən] n.管理；行政；实施；行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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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gencies 1 ['eɪdʒənsi] n. 代理；代理处；政府机构

12 agreement 1 [ə'gri:mənt] n.协议；同意，一致

13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4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5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6 and 8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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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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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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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ssist 1 [ə'sist] n.帮助；助攻 vi.参加；出席 vt.帮助；促进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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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utomatic 3 [,ɔ:tə'mætik] adj.自动的；无意识的；必然的 n.自动机械；自动手枪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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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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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bad 1 [bæd] adj.坏的；严重的；劣质的 n.坏事；坏人 adv.很，非常；坏地；邪恶地 n.(Bad)人名；(罗)巴德

25 be 1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6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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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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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bot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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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博特

30 brake 1 [breik] vi.刹车 n.闸，刹车；阻碍 vt.刹车 n.(Brake)人名；(英)布雷克；(德)布拉克

31 braking 5 [breɪkɪŋ] n. 刹车 动词brake的现在分词形式.

32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33 by 6 prep.通过；被；依据；经由；在附近；在……之前 adv.通过；经过；附近；[互联网]白俄罗斯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

34 call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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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cameras 1 ['kæmərəz] 照相机； 暗箱； 摄像机； 摄影机

36 c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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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car 1 [kɑ:] n.汽车；车厢 n.(Car)人名；(土)贾尔；(法、西)卡尔；(塞)察尔

38 carrier 1 ['kæriə] n.[化学]载体；运送者；带菌者；货架 n.(Carrier)人名；(英)卡里尔；(法)卡里耶



39 collision 1 n.碰撞；冲突；（意见，看法）的抵触；（政党等的）倾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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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companies 3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42 compan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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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complex 1 ['kɔmpleks] adj.复杂的；合成的 n.复合体；综合设施

44 consequence 1 ['kɔnsi,kwəns] n.结果；重要性；推论

45 consequences 1 影响效果

46 considering 1 [kən'sidəriŋ] prep.考虑到；就...而论 conj.考虑到 v.考虑到（consider的ing形式）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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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convenient 1 adj.方便的；[废语]适当的；[口语]近便的；实用的

49 costs 1 ['kɒsts] n. 费用；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

50 could 2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51 countermeasure 2 ['kauntə,meʒə] n.对策；反措施；反抗手段

52 crash 3 [kræʃ] n.撞碎；坠毁；破产；轰隆声；睡觉 vi.摔碎；坠落；发出隆隆声；(金融企业等)破产 vt.打碎；使坠毁、撞坏；擅
自闯入

53 crashes 11 [kræʃ] v. 撞击；坠毁；发出巨响；崩溃；破产；<俚>宿夜 n. 轰隆声；猛撞；崩溃；暴跌；垮台；粗布 adj. 速成的

54 currently 1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55 cut 2 [kʌt] n.伤口；切口；削减；（服装等的）式样；削球；切入 vt.[机]切割；削减；缩短；刺痛 vi.[机]切割；相交；切牌；停
拍；不出席 adj.割下的；雕过的；缩减的

56 damage 1 n.损害；损毁；赔偿金 vi.损害；损毁 vt.损害，毁坏

57 dangers 1 丹赫尔斯

58 deaths 1 ['deθs] 死亡人口

59 designed 1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60 device 1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61 devices 2 [dɪ'vaɪsɪz] n. 设备

62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63 died 1 [daɪ] v. 死；枯竭；消失；渴望 n. 骰子；印模；金属模子

64 driver 1 [draivə] n.驾驶员；驱动程序；起子；传动器 n.(Driver)人名；(德)德里弗；(英)德赖弗

65 drivers 2 [d'raɪvəz] n. 驱动器；驱动程序；司机 名词driv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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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ither 1 adj.两者之中任一的；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任何一个 conj.也（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根本 pron.任一，两方，随
便哪一个；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

68 emergency 5 [i'mə:dʒənsi] n.紧急情况；突发事件；非常时刻 adj.紧急的；备用的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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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nding 1 ['endiŋ] n.结局；结尾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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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quipment 1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73 equipped 1 [ɪk'wɪpt] v. 装备；整装；预备 vbl. 装备；整装；预备

74 eric 1 埃里克（人名）

75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76 Europe 1 ['juərəp] n.欧洲

77 European 1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78 examined 1 [ɪg'zæmɪnd] adj. 检查过的；诊察过的；测验过的 动词exam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9 examining 1 adj.审查的；考试的 v.检查；审讯；进行考试（examine的ing形式）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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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Federa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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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fewer 3 ['fju:ə] adj.较少的 pron.较少数 int.较少数

83 findings 1 ['faɪndɪŋz] n. 调查(或研究)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

84 finished 1 ['finiʃt] adj.完结的，完成的；精巧的 v.完成；结束；毁掉（finish的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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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forwar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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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found 5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88 from 4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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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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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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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ne现在分词going）

92 government 1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93 greatly 1 ['greitli] adv.很，大大地；非常

94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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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h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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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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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has 3 v.有，吃，得到，从事，允许，雇用，享有（have的第三人称单数）；（亲属关系中）接受；拿；买到

100 ha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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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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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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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heavy 2 adj.沉重的；繁重的，巨大的；拥挤的；阴沉的 n.重物；严肃角色 adv.大量地；笨重地

104 highway 3 ['haiwei] n.公路，大路；捷径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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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hitting 1 [hɪtɪŋ] n. 命中 动词hit的现在分词形式.

107 horrible 1 ['hɔrəbl] adj.可怕的；极讨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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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10 i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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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injuries 1 ['ɪndʒəri] n. 伤害；损害

112 injury 1 ['indʒəri] n.伤害，损害；受伤处

113 institute 5 ['institjut, -tu:t] vt.开始（调查）；制定；创立；提起（诉讼） n.学会，协会；学院

114 insurance 2 [in'ʃuərəns] n.保险；保险费；保险契约；赔偿金

115 insure 1 [in'ʃuə] vt.确保，保证；给…保险 vi.确保；投保

116 involved 1 [in'vɔlvd] adj.有关的；卷入的；复杂的 v.涉及；使参与；包含（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7 involving 1 [ɪn'vɒlvɪŋ] adj.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

118 is 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9 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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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21 kilometers 1 n. 千米，公里（kilometer复数形式）

122 larg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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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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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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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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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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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low 1 [ləu] adj.低的，浅的；卑贱的；粗俗的；消沉的 adv.低声地；谦卑地，低下地 n.低；低价；低点；牛叫声 vi.牛叫 n.(Low)
人名；(英、德)洛

128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29 machines 1 [mə'ʃiː n] n. 机器；做事效率高的人；工具；车辆 v. 以机器制造

130 make 1 [meik] vt.使得；进行；布置，准备，整理；制造；认为；获得；形成；安排；引起；构成 vi.开始；前进；增大；被制
造 n.制造；构造；性情 n.(Make)人名；(塞、南非)马克

131 makes 1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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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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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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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芬、捷、英)莫斯特

136 motor 2 ['məutə] n.发动机，马达；汽车 adj.汽车的；机动的 vi.乘汽车 vt.以汽车载运

137 national 2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138 nearly 2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139 new 4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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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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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43 noted 1 ['nəutid] adj.著名的；显著的；附有乐谱的 v.注意；记下（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4 of 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45 often 2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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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147 one 3 [wʌn] pron.一个人；任何人 adj.一的；唯一的 n.一 num.一；一个 n.(One)人名；(老)温

148 operate 1 vi.运转；动手术；起作用 vt.操作；经营；引起；对…开刀

149 operators 1 ['ɒpəreɪtəz] n. 操作员；管理者；运算符 名称operator的复数形式.

150 o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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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other 5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52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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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ow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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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owners 1 ['əʊnəz] 业主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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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particular 1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158 p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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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60 percen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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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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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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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project 1 [英 [prə̍ dʒekt] 美 [prəˈdʒɛkt] vi.设计；计划；表达；投射 vt.设计；计划；发射；放映 n.工程；计划；事业

164 radar 1 ['reidə] n.[雷达]雷达，无线电探测器 n.(Radar)人名；(塞)拉达尔

165 rear 8 [riə] vt.培养；树立；栽种 vi.暴跳；高耸 adv.向后；在后面 adj.后方的；后面的；背面的 n.后面；屁股；后方部队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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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法)勒科尔；(英)雷科德

167 records 1 [rɪ'kɔː ds] n.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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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reduced 1 [ri'dju:st] adj.减少的；[数]简化的；缩减的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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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reported 1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172 require 1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173 required 1 [rɪ'kwaɪəd] adj. 必需的

174 requirements 1 英 [rɪ'kwaɪəmənt] 美 [rɪ'kwaɪərmənt] n. 必要条件；要求

175 research 1 n.研究；调查 vi.研究；调查 vt.研究；调查 [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

176 result 1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177 resulting 2 [rɪ'zʌltɪŋ] adj. 结果的 动词result的现在分词.

178 roadway 1 ['rəudwei] n.道路；路面；车行道；铁路的路基 n.(Roadway)人名；(英)罗德韦

179 rose 1 n.玫瑰；粉红色；蔷薇（花）；粉红色的葡萄酒 adj.玫瑰花的；玫瑰色的；粉红色的；带有玫瑰香味的 vt.使成玫瑰色，
使（面颊）发红；使有玫瑰香味 vi.起义(rise的过去式)；升起；（数量）增加；休会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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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safety 9 ['seifti] n.安全；保险；安全设备；保险装置；安打

182 sai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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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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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sensors 1 ['sensəz] 传感器

186 since 2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187 situation 2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188 slower 1 英 [sləʊər] 美 [sloʊər] adj. 慢一点 形容词slow的比较级.

189 some 1 adj.一些；某个；大约；相当多的 pron.一些；若干；其中的一部分；（数量不确切时用）有些人 adv.非常；相当；<美
>稍微

190 something 1 ['sʌmθiŋ] pron.某事；某物 n.重要的人；值得重视的事 adv.非常；有点；大约 adj.大约；有点象

191 speeds 1 [spiː d] n. 速度；迅速 v. 加速；急行

192 statement 1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193 Stat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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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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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sto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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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study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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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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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supported 1 [sə'pɔː tɪd] adj.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99 surve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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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system 2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01 systems 8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202 taken 1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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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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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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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the 2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07 their 2 [ðεə, 弱ðər] pron.他们的，她们的；它们的 n.(Their)人名；(英)蒂尔；(芬、瑞典)泰尔

208 there 1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09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10 third 1 [θə:d] num.第三；三分之一 adj.第三的；三分之一的

211 thi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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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those 2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213 to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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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total 1 ['təutəl] adj.全部的；完全的；整个的 vt.总数达 vi.合计 n.总数，合计 n.(Total)人名；(法、德)托塔尔

215 tractor 2 ['træktə] n.拖拉机；牵引机

216 traffi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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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trailers 2 英 ['treɪlə(r)] 美 ['treɪlər] n. 拖车；追踪者；活动房；预告片 vt. 用拖车运 vi. 乘拖车；住在拖车

218 traveled 1 ['trævəld] adj.富有旅行经验的；旅客多的；旅客使用的 v.旅行（travel的过去分词）

219 truck 3 [trʌk] n.卡车；交易；手推车 vi.驾驶卡车；以物易物 vt.交易；以卡车运输 adj.（美）运货汽车的 n.(Truck)人名；(德)特
鲁克

220 trucking 2 ['trʌkiŋ] n.货车运输；货车运输业；以货易货 v.交易；打交道；用卡车运（truck的ing形式）

221 truck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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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23 union 1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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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unwanted 1 [,ʌn'wɔntid] adj.不需要的；有害的；讨厌的；空闲的

226 urging 1 [ɜːdgɪŋ] adj. 催促的；紧迫的 动词urge的现在分词.

227 us 1 pron.我们

228 u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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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30 valuable 1 ['væljuəbl] adj.有价值的；贵重的；可估价的 n.贵重物品

231 vehicle 1 ['viː ɪk(ə)l] n.[车辆]车辆；工具；交通工具；运载工具；传播媒介；媒介物

232 vehicles 7 ['viː ɪklz] n. 交通工具；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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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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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voluntary 1 ['vɔləntəri] adj.自愿的；志愿的；自发的；故意的 n.志愿者；自愿行动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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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war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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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warn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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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40 watch 1 [wɔtʃ, wɔ:tʃ] vt.观察；注视；看守；警戒 n.手表；监视；守护；值班人 vi.观看，注视；守侯，看守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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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43 wh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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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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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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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whi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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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48 w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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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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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without 1 [wi'ðaut, -'θaut] prep.没有；超过；在…外面 adv.户外；在外面；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外部；外面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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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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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you 4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