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1-03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SA's Juno Spacecraft Finds
Out More about Jupiter's Great Red Spot 词汇表词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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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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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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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nd 7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6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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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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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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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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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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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tmosphere 2 n.气氛；大气；空气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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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be 3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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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below 1 [bi'ləu] adv.在下面，在较低处；在本页下面 prep.在…下面 n.(Below)人名；(英、德、芬、瑞典)贝洛

17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18 bolton 3 ['bəultən] adj.可用螺栓固定的 n.(Bolton)人名；(英、西)博尔顿

19 b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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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cause 2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21 ceiling 1 ['si:liŋ] n.天花板；上限

22 circles 1 英 ['sɜːkl] 美 ['sɜ rːkl] n. 圆圈；圈子；包厢 v. 划圈；包围；盘旋；环绕

23 clear 1 [kliə] adj.清楚的；清澈的；晴朗的；无罪的 vt.通过；清除；使干净；跳过 vi.放晴；变清澈 adv.清晰地；完全地 n.清除；
空隙 n.(Clear)人名；(英)克利尔

24 cloud 1 [klaud] n.云；阴云；云状物；一大群；黑斑 vt.使混乱；以云遮敝；使忧郁；玷污 vi.阴沉；乌云密布 n.(Cloud)人名；(法)
克卢；(英)克劳德

25 clouds 1 [k'laʊdz] n. 云；烟云 名词cloud的复数形式.

26 colorful 1 ['kʌləful] adj.华美的；有趣的；富有色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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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29 co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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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dan 2 [dæn] n.段（围棋、柔道、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浮标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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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deeper 1 ['diː pə] adj. 更深 形容词deep的比较级形式.

33 deepest 2 [diː p] adj. 深的；深刻的；深奥的；深切的 adv. 深深地 n. 深处

34 depth 2 [depθ] n.[海洋]深度；深奥

35 design 1 [di'zain] vt.设计；计划；构思 n.设计；图案 vi.设计

36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37 dimension 1 n.方面;[数]维；尺寸；次元；容积vt.标出尺寸 adj.规格的

38 dimensions 1 [dɪ'menʃnz] n. 面积；大小；容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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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disappear 1 [,disə'piə] vi.消失；失踪；不复存在 vt.使…不存在；使…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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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discover 1 [dis'kʌvə] vt.发现；发觉 vi.发现

42 discovery 1 [dis'kʌvəri] n.发现，发觉；被发现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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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does 1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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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n.(Down)人名；(英)唐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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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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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lse 1 [els] adv.其他；否则；另外 adj.别的；其他的 n.(Else)人名；(英)埃尔斯；(德)埃尔泽；(芬、丹)埃尔塞

49 ending 1 ['endiŋ] n.结局；结尾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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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nough 1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52 even 1 ['i:vən] adj.[数]偶数的；平坦的；相等的 adv.甚至；即使；还；实际上 vt.使平坦；使相等 vi.变平；变得可比较；成为相等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53 explained 1 [ɪksp'leɪnd] v. 解释；说明 vbl. 解释；说明

54 extended 1 [ik'stendid] adj.延伸的；扩大的；长期的；广大的 v.延长；扩充（extend的过去分词）

55 extreme 1 [ik'stri:m] adj.极端的；极度的；偏激的；尽头的 n.极端；末端；最大程度；极端的事物

56 extremely 1 [ik'stri:mli] adv.非常，极其；极端地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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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fade 1 [feid, fad] vi.褪色；凋谢；逐渐消失 vt.使褪色 adj.平淡的；乏味的 n.[电影][电视]淡出；[电影][电视]淡入 n.(Fade)人名；(法)
法德

59 fades 1 [feɪd] v. 逐渐消失；褪色；凋谢 n. 淡入；淡出

60 finds 1 [faɪnd] v. 发现；找到；认为；觉得；感到；裁决；判定 n. 发现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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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for 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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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friedell 2 n. 弗里德尔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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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going 1 ['gəuiŋ] n.行为；离去；工作情况；地面状况 adj.流行的；进行中的；现存的 v.前进；出发；运转（go的ing形式） n.
(Going)人名；(英)戈因

67 gravity 1 ['græviti] n.重力，地心引力；严重性；庄严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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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guess 2 [ges] vt.猜测；认为；推测；猜中 vi.猜；推测；猜中 n.猜测；推测 n.(Guess)人名；(英)格斯；(德)居斯

70 h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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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h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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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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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height 1 [hait] n.高地；高度；身高；顶点

74 however 1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接副词或形容词）；然而；可是 conj.无论以何种方式;不管怎样

75 huge 1 [hju:dʒ] adj.巨大的；庞大的；无限的 n.(Huge)人名；(英)休奇

76 images 2 ['ɪmɪdʒ] n. 印象；形象；影像；图像；肖像 vt. 反映；想像；描绘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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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institute 1 ['institjut, -tu:t] vt.开始（调查）；制定；创立；提起（诉讼） n.学会，协会；学院

79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80 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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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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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jr 1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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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Juno 5 ['dʒu:nəu] n.朱诺（主神朱庇特的妻子）

84 Jupiter 6 ['dʒu:pitə] n.[天]木星；朱庇特（罗马神话中的宙斯神）

85 keeps 1 ['kiː ps] n. 生计；要塞 名词keep的复数形式.

86 kilometers 2 n. 千米，公里（kilometer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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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lasting 1 ['lɑ:stiŋ, 'læstiŋ] adj.持久的；永恒的 n.[纺]厚实斜纹织物 v.持续；维持（last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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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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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length 1 [leŋθ, leŋkθ] n.长度，长；时间的长短；（语）音长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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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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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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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map 1 [mæp] vt.映射；计划；绘制地图；确定基因在染色体中的位置 n.地图；示意图；染色体图 vi.基因被安置 n.(Map)人名；
(法)马普

96 mapping 2 ['mæpiŋ] v.绘图；筹划（map的ing形式） n.地图；绘图；[数]映像

97 mario 1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98 measurement 1 ['meʒəmənt] n.测量；[计量]度量；尺寸；量度制

99 microwave 1 ['maikrəuweiv] n.微波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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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mo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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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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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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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nasa 4 ['næsə; 'nei-] abbr.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 n.(Nasa)人名；(塞)纳莎

105 new 1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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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north 1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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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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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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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o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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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o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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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orbiting 1 ['ɔː bɪtɪŋ] n. 轨道运行；旋转运动；转圈 动词orbit的现在分词.

114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15 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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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驱逐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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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pattern 1 ['pætən] n.模式；图案；样品 vt.模仿；以图案装饰 vi.形成图案

118 patterns 1 ['pætənz] n. 式样；图案；样式；模式 名词的pattern复数形式.

119 photography 1 [fə'tɔgrəfi] n.摄影；摄影术

120 planet 5 ['plænit] n.行星 n.(Planet)人名；(法)普拉内；(西、葡)普拉内特

121 point 1 [pɔint] n.要点；得分；标点；[机]尖端 vt.指向；弄尖；加标点于 vi.表明；指向 n.(Point)人名；(法)普安

122 powerful 1 ['pauəful] adj.强大的；强有力的 adv.很；非常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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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probably 1 ['prɔbəbli] adv.大概；或许；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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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produce 1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126 projec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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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published 1 ['pʌblɪʃ] v. 出版；发行；公开发表

128 radiation 1 n.辐射；放射物

129 recently 2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130 red 4 [red] n.红色，红颜料；赤字 adj.红色的；红肿的，充血的 n.(Red)人名；(英、德)雷德

131 repeated 1 [ri'pi:tid] adj.再三的，反复的 v.重复；复述（repeat的过去分词）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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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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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researchers 1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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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room 1 n.房间；空间；余地；机会；房间里所有的人 vt.为…提供住处；租房，合住；投宿，住宿；留…住宿 vi.居住；住宿 n.
（英）鲁姆（人名）；（俄）罗姆（人名）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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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39 science 1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140 scientist 1 ['saiəntist] n.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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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Scott 1 [skɔt] n.斯科特（男子名）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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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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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shown 1 ['ʃəun] v.解释（show的过去分词）；给予；表露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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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slowly 2 ['sləuli] adv.缓慢地，慢慢地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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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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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south 1 [sauθ, sauð] n.南方，南边；南部 adv.在南方，向南方 adj.南的，南方的 n.(South)人名；(老)苏；(英)索思

151 southwest 1 [,sauθ'west] n.西南方 adj.西南的 adv.往西南；来自西南

152 space 1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153 spacecraft 3 ['speiskrɑ:ft, -kræft] n.[航]宇宙飞船，航天器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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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spot 5 [spɔt] n.地点；斑点 vt.认出；弄脏；用灯光照射 vi.沾上污渍；满是斑点 adj.现场的；现货买卖的 adv.准确地；恰好

156 started 1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7 storm 5 [stɔ:m] n.暴风雨；大动荡 vi.起风暴；横冲直撞；狂怒咆哮 vt.猛攻；怒骂 n.(Storm)人名；(瑞典)斯托姆；(德)施托姆；
(英、西、芬)斯托姆

158 storms 5 英 [stɔː m] 美 [stɔː rm] n. 暴风雨 v. 起风暴；猛攻；暴怒；捣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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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stud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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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such 2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162 swirl 2 [swə:l] n.漩涡；打旋；涡状形 vi.盘绕；打旋；眩晕；大口喝酒 vt.使成漩涡

163 tell 1 [tel] vt.告诉，说；辨别；吩咐；断定 vi.讲述；告发，泄密；识别 n.(Tell)人名；(英、德、瑞典)特尔；(罗、意)泰尔；(阿
拉伯)塔勒

164 texas 1 ['teksəs] n.德克萨斯州（美国州名）

165 th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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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th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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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the 36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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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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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171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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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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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tools 4 [tu lː] n. 工具，用具（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器具

175 us 1 pron.我们

176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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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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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80 weaker 1 [wiː kər] adj. 较弱的 形容词weak的比较级形式.

181 w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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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wide 2 [waid] adj.广泛的；宽的，广阔的；张大的；远离目标的 adv.广泛地；广阔地；充分地 n.大千世界 n.(Wide)人名；(瑞典、
芬)维德

183 widest 1 ['waɪdɪst] adj. 最宽的；最广阔的 形容词wide的最高级形式.

184 width 1 [widθ, witθ] n.宽度；广度

185 w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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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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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your 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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