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1-20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uth Korea Demonstrates Air
Taxi Service 词汇表词汇表

1 abilities 1 [ə'bɪləti] n. 能力；才能

2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3 ab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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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cceptance 1 [ək'septəns] n.接纳；赞同；容忍

5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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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dded 2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8 adj 2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9 agree 1 [ə̍ ɡriː ] vt.同意，赞成；承认；约定，商定 vi.vi.同意，意见一致；约定，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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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ir 11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12 aircraft 1 ['εəkrɑ:ft] n.飞机，航空器

13 airport 3 ['εəpɔ:t] n.机场；航空站

14 airports 1 ['eəpɔː ts] 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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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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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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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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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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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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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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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ttended 1 [ə'tendɪd] 动词att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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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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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belonging 1 [bi'lɔŋiŋ] n.所有物；行李；附属物

27 between 3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28 blades 1 n. 刀片；刀刃 名词blade的复数形式.

29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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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by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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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c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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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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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carried 1 ['kærid] adj.被运的；入神的；忘我的 v.保持（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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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citizens 1 ['sɪtɪzənz] 公民

37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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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common 1 ['kɔmən] adj.共同的；普通的；一般的；通常的 n.普通；平民；公有地 n.(Common)人名；(法)科蒙；(英)康芒

40 continues 1 [kən'tɪnju ]ː v. 继续；连续；维持；持续

41 control 4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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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coordination 2 [kəu,ɔ:di'neiʃən] n.协调，调和；对等，同等

43 cost 2 vt.花费；使付出；使花许多钱；估价，估算成本 vi.花费 n.费用，代价，成本；损失

44 costly 1 ['kɔstli] adj.昂贵的；代价高的 n.(Costly)人名；(英)科斯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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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count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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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音乐
的

47 currently 2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48 c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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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daily 1 ['deili] adj.日常的；每日的 n.日报；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日常地；每日；天天 n.(Daily)人名；(英)戴利

50 demonstrate 1 ['demənstreit] vt.证明；展示；论证 vi.示威

51 demonstrated 4 ['demənstreɪt] vt. 证明；演示；示范 vi. 示威

52 demonstrates 1 ['demənstreɪt] vt. 证明；演示；示范 vi. 示威

53 demonstration 3 [,demən'streiʃən] n.示范；证明；示威游行

54 designed 2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55 designers 1 [dɪ'zaɪnəz] 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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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device 1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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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distances 1 ['dɪstəns] n. 距离；路程；远方 vt. 与 ... 保持距离；把(对手)甩在后面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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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downtown 1 ['daun'taun] adv.往闹市区；在市区 adj.市中心的 n.市中心区；三分线以外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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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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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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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arly 1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66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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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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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nvironments 1 [en'vaɪərənmənts]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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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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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74 existing 1 [ig'zistiŋ] adj.目前的；现存的 v.存在（exist的现在分词）

75 expected 4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76 experience 1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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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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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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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flew 1 [flu:] v.飞，飞翔（fly的过去式） n.(Flew)人名；(英)弗卢

81 flight 2 [flait] n.飞行；班机；逃走 vt.射击；使惊飞 vi.迁徙 n.(Flight)人名；(英)弗莱特

82 flights 1 [flaɪt] n. 飞行；航班；镖尾；逃走，逃离，溃逃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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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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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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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from 3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87 gain 1 [gein] n.增加；利润；收获 vt.获得；增加；赚到 vi.增加；获利 n.(Gain)人名；(英、匈、法)盖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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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Germany 1 ['dʒə:məni] n.德国

89 gimpo 1 [地名] [韩国] 金浦

90 growth 1 [grəuθ] n.增长；发展；生长；种植

91 harmony 2 ['hɑ:məni] n.协调；和睦；融洽；调和 n.(Harmony)人名；(英)哈莫尼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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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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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95 helicopter 2 ['helikɔptə] n.[航]直升飞机 vi.[航]乘直升飞机 vt.由直升机运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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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higher 1 ['haiə(r)] adj.更高的，较高的（high的比较级）

98 hour 1 ['auə] n.小时；钟头；课时；…点钟 n.(Hour)人名；(法)乌尔；(柬)胡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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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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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imaging 1 ['imidʒiŋ] n.成像 v.想像（image的ing形式）；画…的像

102 imperative 2 adj.必要的，不可避免的；紧急的；命令的，专横的；势在必行的；[语]祈使的 n.必要的事；命令；需要；规
则；[语]祈使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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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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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incheon 1 n. 仁川（韩国港口城市） =Inchon.

106 included 1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7 internation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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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的；世界的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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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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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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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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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Korea 2 [kə'riə] n.韩国；朝鲜

114 Korean 2 [kə'riən] adj.韩国人的；韩国语的；朝鲜人的；朝鲜语的 n.韩国人；韩国语；朝鲜人；朝鲜语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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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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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n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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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汽艇

118 launched 1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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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21 lighting 1 ['laitiŋ] n.照明设备，舞台灯光 v.照明；点燃（light的ing形式）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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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local 1 ['ləukəl] n.[计]局部；当地居民；本地新闻 adj.当地的；局部的；地方性的；乡土的

124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25 machine 1 [mə'ʃi:n] n.机械，机器；机构；机械般工作的人 vt.用机器制造 n.(Machine)人名；(意)马基内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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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127 manage 3 vt.管理；经营；控制；设法 vi.处理；应付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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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market 1 ['mɑ:kit] n.市场；行情；股票市场；市面；集市；销路；商店 vt.在市场上出售 vi.做买卖 n.(Market)人名；(塞)马尔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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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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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measure 1 ['meʒə] n.测量；措施；程度；尺寸 vt.测量；估量；权衡 vi.测量；估量

132 minister 1 ['ministə] n.部长；大臣；牧师 vi.执行牧师职务；辅助或伺候某人

133 ministry 6 ['ministri] n.（政府的）部门

134 minutes 1 ['mɪnɪts] n. 分钟；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

135 mobility 2 [məu'biləti] n.移动性；机动性；[电子]迁移率

136 model 3 ['mɔdəl] n.模型；典型；模范；模特儿；样式 vt.模拟；塑造；模仿 vi.做模型；做模特儿 adj.模范的；作模型用的 n.
(Model)人名；(德、俄、英)莫德尔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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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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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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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movements 1 ['muːvmənts] n. 动作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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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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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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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Noh 2 [nəu] n.能剧（日本古典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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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of 9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47 off 3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148 official 2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149 officials 3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150 onboard 2 ['ɔn'bɔ:d] adv.在船上；在飞机上；在板上 adj.随车携带的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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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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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operations 3 n.运营；运作；业务操作（operation的复数）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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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organizing 1 v.组织（organize的ing形式）；使有机化 n.组织 adj.组织上的

156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57 ouk 1 乌

158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59 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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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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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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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passengers 1 旅客

163 peaceful 1 ['pi:sful] adj.和平的，爱好和平的；平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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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per 1 [强pə:, 弱pə] prep.每；经；按照；每一 n.(Per)人名；(德、挪、丹、瑞典)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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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pilo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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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piloted 1 ['paɪlətɪd] adj. 有人驾驶的 动词pil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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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plans 2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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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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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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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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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ready 1 ['redi] adj.准备好；现成的；迅速的；情愿的；快要…的 n.现款；预备好的状态 adv.迅速地；预先 vt.使准备好 n.(Ready)
人名；(英)雷迪

175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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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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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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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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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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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rotor 1 ['rəutə] n.[电][机][动力]转子；水平旋翼；旋转体

183 rotors 1 ['rəʊtəz] 转子

184 safety 1 ['seifti] n.安全；保险；安全设备；保险装置；安打

185 sai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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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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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seat 2 [si:t] n.座位；所在地；职位 vt.使…坐下；可容纳…的；使就职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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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Seoul 4 [səul; 'sjə:ul] n.汉城，首尔（韩国首都）

190 separate 1 vt.使分离；使分开；使分居 vi.分开；隔开；分居 adj.单独的；分开的；不同的；各自的； n..分开；抽印本

191 servic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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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services 3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193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194 shows 1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195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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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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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sout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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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specially 1 ['speʃəli] adv.特别地；专门地

200 spins 1 [spɪnz] 尖硬纤维

201 starts 1 [s'tɑ tːs] v. 开始；启动；开创（star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 开始；开创（名词start的复数形式）

202 statement 2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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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strong 1 [strɔŋ, strɔ:ŋ] adj.坚强的；强壮的；牢固的；擅长的 adv.强劲地；猛烈地 n.(Strong)人名；(英)斯特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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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supporting 1 [sə'pɔ:tiŋ] adj.支持的；辅助性的；次要的 n.支持；支承面 v.支持；供养（support的ing形式）

207 systems 3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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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taxi 5 ['tæksi] vi.乘出租车；滑行 vt.使滑行；用出租车送 n.出租汽车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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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team 1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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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test 2 [test] n.试验；检验 vt.试验；测试 vi.试验；测试 n.(Test)人名；(英)特斯特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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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tests 1 [test] n. 考验；试验；测试 vt. 试验；测试；接受测验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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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tha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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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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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the 4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19 therefore 1 ['ðεəfɔ:] adv.因此；所以

220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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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thirds 1 [θɜːdz] n. 三号 名词third的复数形式.

223 thi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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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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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俄)季梅；(英)泰姆；(罗)蒂梅

225 to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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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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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town 1 [taun] n.城镇，市镇；市内商业区 n.(Town)人名；(英)汤

228 track 2 [træk] n.轨道；足迹，踪迹；小道 vt.追踪；通过；循路而行；用纤拉 vi.追踪；走；留下足迹

229 traffic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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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transport 6 [træns'pɔ:t; trænz-træns'pɔ:t, trænz-, trɑ:n-, 'trænspɔ:t, 'trænz-, 'trɑ:n-] n.运输；运输机；狂喜；流放犯 vt.运输；流放；使狂喜

231 transportation 2 [,trænspə'teiʃən, ,trænz-, ,trɑ:n-] n.运输；运输系统；运输工具；流放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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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tri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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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turning 1 ['tə:niŋ] n.转向；旋转；回转；转弯处 v.旋转（turn的ing形式）

235 two 3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36 uam 6 n. 水下对空导弹

237 uams 1 USEUCOM Alert Management System,驻欧洲美军总部警报管理系统

238 until 1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239 urban 3 ['ə:bən] adj.城市的；住在都市的 n.(Urban)人名；(西)乌尔万；(斯洛伐)乌尔班；(德、俄、罗、匈、塞、波、捷、瑞典、
意)乌尔班；(英)厄本；(法)于尔邦

240 urgent 1 ['ə:dʒənt] adj.紧急的；急迫的

241 us 1 pron.我们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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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vehicl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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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vehicles 4 ['viː ɪklz] n. 交通工具；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

245 version 1 ['və:ʃən] n.版本；译文；倒转术

246 vertiport 1 ['və:tipɔ:t] n.垂直升降机场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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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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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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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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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well 1 [wel] adv.很好地；充分地；满意地；适当地 adj.良好的；健康的；适宜的 n.井；源泉 v.涌出 n.(Well)人名；(英、德、荷)
韦尔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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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255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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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with 3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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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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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wor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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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261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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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263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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