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1-02 [As It Is] US Approves Drones for Bringing Orders to
People's Homes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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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ccidents 1 ['æksɪdənts] 事故

3 act 1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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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6 additional 1 [ə'diʃənəl] adj.附加的，额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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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dministration 1 [əd,mini'streiʃən] n.管理；行政；实施；行政机构

9 administrator 1 [əd'ministreitə] n.管理人；行政官

10 adv 1 ['ædvɜːb] abbr. 副词（=adve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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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ir 1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13 aircraft 2 ['εəkrɑ:ft] n.飞机，航空器

14 airline 1 ['εəlain] n.航空公司；航线 adj.航线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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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lphabet 1 n.字母表，字母系统；入门，初步 n.Google创建的名为Alphabet的公司，改变Google原有公司架构，旨在使其当下主
要业务和长期投资项目间的区别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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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mazon 2 ['æməzɔn] 亚马逊；古希腊女战士

19 americans 1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20 an 6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1 and 5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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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pproval 5 [ə'pru:vəl] n.批准；认可；赞成

24 approved 1 [ə'pru:vd] adj.被认可的；经过检验的 v.核准；认可（approve的过去式）

25 approves 1 [ə'pruːv] v. 批准；赞成；同意；称许

26 a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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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rea 2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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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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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at 2 prep.在（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地点、场所、位置、空间）；以（某种价格、速度等）；向；达；因为；朝；忙于 n.阿特（老
挝货币基本单位att）；[化]砹（极不稳定放射性元素） abbr.密封的（airtight）；气温（airtemperature）

31 August 1 ['ɔː gəst] adj.威严的；令人敬畏的 n.八月（简写为Aug） n.(August)人名；(法、葡、西、俄、罗、英、德、瑞典、挪)奥
古斯特

32 aviation 1 [,eivi'eiʃən] n.航空；飞行术；飞机制造业

33 avoid 1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34 awaited 1 [ə'weɪt] v. 等候；期待；将降临于

35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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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begin 3 [bɪ̍ 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38 beginning 1 [bi'giniŋ] n.开始；起点 v.开始；创建（begin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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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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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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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博特

41 boxes 1 英 [bɒksɪs] 美 [bɑːksɪs] n. 男式平角内裤 n. 盒子，箱子（名词box的的复数形式）

42 bringing 1 [briŋ] v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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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broadcast 1 ['brɔ:dkɑ:st, -kæst] vt.播送，播放；（无线电或电视）广播；播撒（种子） vi.广播，播送；播放 n.广播；播音；广播
节目 adj.广播的

44 business 2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45 b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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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pable 1 ['keipəbl] adj.能干的，能胜任的；有才华的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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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certain 1 ['sə:tən] adj.某一；必然的；确信；无疑的；有把握的 pron.某些；某几个 n.(Certain)人名；(葡)塞尔塔因；(法)塞尔坦

49 closer 1 ['kləuzə] adj.靠近的 n.[自]闭合器；最后的节目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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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

51 companies 4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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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computer 1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54 concerns 1 [kən'sɜːnz] n.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

55 connected 1 [kə'nektid] adj.[计]连接的；有联系的；连贯的 v.连接（connect的过去式）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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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coronavirus 2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58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59 crisis 1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60 David 1 ['deivid] n.大卫；戴维（男子名）

61 d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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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达伊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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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delivered 1 [dɪ'lɪvəd] adj. 已交付的，已交货的；已送达的 v. 递送；发表（演讲）；交付（deliv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4 deliveries 6 [dɪ'lɪvərɪz] n. 递送的货物；分娩（名词delivery的复数形式）

65 delivery 4 [di'livəri] n.[贸易]交付；分娩；递送

66 dickson 1 n.迪克逊（姓氏）

67 distance 1 ['distəns] n.距离；远方；疏远；间隔 vt.疏远；把…远远甩在后面

68 done 1 adj.已完成的；做好了的；煮熟的；合乎礼仪的；合乎规矩 int.表示接受建议 v.做（do的过去分词） n.（西、罗）多内
（人名）；（英）多恩（人名）

69 dron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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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drones 12 英 [drəʊn] 美 [droʊn] n. 雄蜂；游手好闲者；无人驾驶飞机 n. 嗡嗡声；单调的声音 vi. 嗡嗡叫；混日子 vt. 单调低沉地说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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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conomy 2 [i'kɔnəmi] n.经济；节约；理财 n.(Economy)人名；(英)伊科诺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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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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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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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nvelopes 1 ['envələʊps] 包络线

77 faa 9 abbr. (美国)联邦航空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abbr. 共同海损及特殊海损均不赔偿(=Free of All Average)

78 fastest 1 ['fɑːstɪst] adj. 最快的 形容词fast的最高级形式.

79 Feder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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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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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fleet 1 [fli:t] adj.快速的，敏捷的 n.舰队；港湾；小河 vi.飞逝；疾驰；掠过 vt.消磨 n.(Fleet)人名；(英)弗利特

82 fleets 1 [fliː t] n. 舰队；船队；机群 adj. 快速的；敏捷的；短暂的 vt. 使（时间）飞逝 vi. 疾飞；掠过；逐渐消失

83 fl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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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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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for 1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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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from 2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87 full 1 [ful] adj.完全的，完整的；满的，充满的；丰富的；完美的；丰满的；详尽的 adv.十分，非常；完全地；整整 vt.把衣服缝
得宽大 n.全部；完整

88 get 2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89 google 1 [gu:gl] 谷歌；谷歌搜索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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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grams 1 n. <非正式> 祖母； 外祖母 n. 克（重量单位） 名词gram的复数形式

92 groceries 1 n.杂货；食品；生活用品

93 growing 2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94 hav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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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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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

96 home 1 [həum] n.家，住宅；产地；家乡；避难所 adv.在家，回家；深入地 adj.国内的，家庭的；有效的 vt.归巢，回家 n.(Home)
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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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的；总部的；（比赛）主场的 v. 提供住处；朝向

98 id 5 [id] n.遗传素质；本能冲动 n.(Id)人名；(阿拉伯)埃德；(芬)[心理]伊德

99 identification 2 [ai,dentifi'keiʃən] n.鉴定，识别；认同；身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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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i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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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inc 1 abbr. 公司(=incorporated )

103 includes 1 [ɪnk'luːdz]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04 including 1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105 investing 1 [ɪnvestɪŋ] n. 投资 动词invest的现在分词形式.

106 is 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07 issuing 1 ['ɪʃu ]ː n. 议题；问题；期刊号；一次发行额；发行；<律>子女 v. 发表；公布；正式发给；发行；流出

108 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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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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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jobs 1 [dʒɔbs] n.工作（job的复数形式）

111 john 2 [dʒɔn] n.厕所

112 jr 1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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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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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lar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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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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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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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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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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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lets 1 abbr.地方交易系统（LocalExchangeTradingSystem）

120 lights 1 [laits] n.灯光（light的复数）；（供食用的）家畜的肺脏 v.点亮（light的三单形式）

121 li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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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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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manufacturers 1 [mænjʊ'fæktʃərəz] n. 生产商；制造商 名词manufacturer的复数形式.

124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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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mario 1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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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million 1 ['miljən] n.百万；无数 adj.百万的；无数的 num.百万 n.(Million)人名；(法、罗、埃塞)米利翁

128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29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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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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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133 must 1 [mʌst, 弱məst, məs, mst, ms] aux.必须，一定；可以，应当；很可能 n.绝对必要的事物；未发酵葡萄汁 n.(Must)人名；(匈)穆
什特；(俄、瑞典)穆斯特

134 new 3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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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night 2 [nait] n.夜晚，晚上；黑暗，黑夜 adj.夜晚的，夜间的

137 Numbers 1 n.民数记（旧约圣经的第四卷） n.Numbers表格

138 October 1 [ɔk'təubə] n.[天]十月

139 of 1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40 official 1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141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142 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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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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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operation 1 [,ɔpə'reiʃən] n.操作；经营；[外科]手术；[数][计]运算

145 operations 2 n.运营；运作；业务操作（operation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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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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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orders 1 英 ['ɔː də(r)] 美 ['ɔː rdər] n. 顺序；条理；订单；命令；秩序；阶层；[生]目；点的东西 v. 命令；定购；调整；整理；点餐；
预定，订货

149 o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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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packages 2 ['pækɪdʒ] n. 包裹；整批交易 vt. 把 ... 打包；把 ... 进行推销

151 pandemic 1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152 parcel 1 ['pɑ:sl] n.包裹，小包 vt.打包；捆扎 n.(Parcel)人名；(英)帕斯尔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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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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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permit 1 [pə'mit] vi.许可；允许 vt.许可；允许 n.许可证，执照

156 person 1 ['pə:sən] n.人；身体；容貌，外表；人称 n.(Person)人名；(法、俄、德)佩尔松；(瑞典)佩尔松；(英)珀森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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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pilots 1 ['paɪləts] n. 飞行员；向导 名词pilot的复数形式.

159 pl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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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policies 1 英 ['pɒləsi] 美 ['pɑ lːəsi] n. 政策；方针 n. 保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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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ducing 1 [prə'djuːsɪŋ] n. 生产 动词p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

163 products 1 [p'rɒdʌkts] n.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

164 profits 1 n.[会计]收益，红利；盈利（profit的复数）

165 publication 1 [,pʌbli'keiʃən] n.出版；出版物；发表

166 raced 1 [reɪs] n. 赛跑；竞争 n. 人种；种族；血统 v. 赛跑；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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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radio 1 ['reidiəu] n.收音机；无线电广播设备 vi.用无线电进行通信 vt.用无线电发送 n.(Radio)人名；(西)拉迪奥

168 reasons 1 ['riː zənz] n.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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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171 registrations 1 n.登记( registration的名词复数 ); 登记项目; 登记（或注册、挂号）人数; <音>（管风琴）音栓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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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remote 6 [ri'məut] adj.遥远的；偏僻的；疏远的 n.远程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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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represent 1 [,repri'zent] vt.代表；表现；描绘；回忆；再赠送 vi.代表；提出异议

176 required 2 [rɪ'kwaɪəd] adj. 必需的

177 requires 1 英 [rɪ'kwaɪə(r)] 美 [rɪ'kwaɪər] v. 要求；需要；命令；规定

178 requiring 1 英 [rɪ'kwaɪə(r)] 美 [rɪ'kwaɪər] v. 要求；需要；命令；规定

179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80 ritter 1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181 routinely 2 [ru:'ti:nli] adv.例行公事地；老一套地

182 rule 1 [ru:l] vi.统治；管辖；裁定 n.统治；规则 vt.统治；规定；管理；裁决；支配 n.(Rule)人名；(英)鲁尔；(塞)鲁莱

183 rule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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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Russell 2 ['rʌsəl] n.拉塞尔（英国工程师，整流器发明人）

185 safety 2 ['seifti] n.安全；保险；安全设备；保险装置；安打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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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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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sector 2 ['sektə] n.部门；扇形，扇区；象限仪；函数尺 vt.把…分成扇形

189 security 2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190 see 1 vt.看见；理解；领会；觉察；拜访 vi.看；看见；领会 n.(See)人名；(英)西伊；(柬)塞；(德)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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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193 sent 1 [sent] v.送，寄出（send的过去分词） n.(Sent)人名；(德)森特

194 series 1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195 servi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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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shepardson 1 n. 谢泼德森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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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sing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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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sister 1 n.姐妹；（称志同道合者）姐妹；修女；护士 adj.姐妹般的；同类型的

200 situations 1 [sɪtʃ'ʊeɪʃnz] 现状

201 sm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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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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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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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special 1 ['speʃəl] n.特使，特派人员；特刊；特色菜；专车；特价商品 adj.特别的；专门的，专用的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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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荣 n.(Speed)人名；(英)斯皮德

207 statement 3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208 Stat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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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step 1 [step] n.步，脚步；步骤；步伐；梯级 vi.踏，踩；走 vt.走，迈步

210 steve 1 [sti:v] n.史蒂夫（男子名）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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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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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13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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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technology 1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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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th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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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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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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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thi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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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through 1 [θru:] prep.通过；穿过；凭借 adv.彻底；从头至尾 adj.直达的；过境的；完结的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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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to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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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toward 1 [英 [tɔ:d, təʊrd, tə̍ wɔ:d] 美 [tɔrd, tord, təˈwɔrd]] prep.向；对于；为了；接近 adj.即将来到的，进行中的 n.(Toward)人名；
(英)特沃德

225 transportation 1 [,trænspə'teiʃən, ,trænz-, ,trɑ:n-] n.运输；运输系统；运输工具；流放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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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n)人名；(德、匈)图恩

227 united 3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228 ups 1 abbr. 不间断电源(=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 abbr. 联合包裹服务(=United Parcel Service)

229 us 2 pron.我们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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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32 ve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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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via 1 prep.渠道，通过；经由

234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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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weighing 1 ['weɪɪŋ] n. 称(量重)；权衡；权重 动词weig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7 wh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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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whi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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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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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wing 1 n.翼；翅膀；飞翔；派别；侧厅，耳房，厢房 vt.使飞；飞过；空运；增加…速度；装以翼 vi.飞行 n.(Wing)人名；(英、
印尼)温

241 with 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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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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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246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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