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3-12 [Arts and Culture] Dreamlike Museum of the Future
Opens in Dubai 词频表
the 7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4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to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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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通话·威妥玛)

and 27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5 in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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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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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1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7 museum 17 [mju:'ziəm] n.博物馆
8 tha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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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future 14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10 i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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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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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sai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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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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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o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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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space 7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15 UAE 7 abbr.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nited Arab Emirates)
16 with 7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7 an 6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8 building 6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19 from 6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0 planet 6 ['plænit] n.行星 n.(Planet)人名；(法)普拉内；(西、葡)普拉内特
21 b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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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for 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23 new 5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24 world 5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5 would 5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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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人 n.(About)人名；(法)阿布
27

al

4 [ɑ:l] abbr.美国联盟（AmericanLeague）；美国军团（AmericanLegion）；阿尔巴尼亚（Albania，欧洲一国家名）；美国亚拉
巴马州（Alabama） n.(Al)人名；(英)阿尔(Albert在美国的昵称)

Dubai 4 [英 [ˈdju:bai] 美 [duˈbaɪ]] n.迪拜（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酋长国之一）；迪拜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港市）
29 energy 4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30 idea 4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31 wh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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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33 amiri 3 阿米里
34 Arab 3 ['ærəb] adj.阿拉伯的 n.阿拉伯人；阿拉伯马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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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called 3 [kɔː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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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change 3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38 develop 3 [di'veləp] vt.开发；进步；使成长；使显影 vi.发育；生长；进化；显露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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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3 ['didʒitəl] adj.数字的；手指的 n.数字；键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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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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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important 3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43 its 3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44 oil 3 [ɔil] n.油；石油；油画颜料 vt.加油；涂油；使融化 vi.融化；加燃油
45 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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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people 3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47 shaped 3 [ʃeipt] adj.合适的；成某种形状的；有计划的 vt.发展；成形（shape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
48 she 3 [ʃi:] pron.她（主格）；它（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船舶、地球、月亮等） n.女人；雌性动物 n.(She)人名；(中)佘(普通话
46

·威妥玛)
4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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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all

s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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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sustainable 3 adj.可以忍受的；足可支撑的；养得起的；可持续的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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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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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us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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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visitors 3 ['vɪzɪtəz] n.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
56 w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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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years 3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58 ac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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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added 2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60 adj 2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61 arabic 2 ['ærəbik] adj.阿拉伯的；阿拉伯人的 n.阿拉伯语
62 a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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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area 2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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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basic 2 ['beisik] adj.基本的；基础的 n.基础；要素
66 Caty 2 卡蒂
67 city 2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68 complex 2 ['kɔmpleks] adj.复杂的；合成的 n.复合体；综合设施
69 continue 2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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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的

development 2 [di'veləpmənt] n.发展；开发；发育；住宅小区（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摄]显影
72 devices 2 [dɪ'vaɪsɪz] n. 设备
73 d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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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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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eamlike 2 ['dri:mlaik] adj.梦一般的；朦胧的
75 evolve 2 vt.发展；进化；使逐步形成；推断出 vi.发展，进展；进化；逐步形成
76 fa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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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德、英、俄、芬、捷、瑞典)法斯特

fossil 2 ['fɔsəl] n.化石；僵化的事物；顽固不化的人 adj.化石的；陈腐的，守旧的
78 g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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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h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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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health 2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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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y 2 ['helθi] adj.健康的，健全的；有益于健康的
82 high 2 [hai] adj.高的；高级的；崇高的；高音调的 n.高水平；天空；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高压地带 adv.高；奢侈地 n.(High)人
81

名；(英)海伊

hope 2 [həup] n.希望；期望；信心 vt.希望；期望 vi.希望；期待；信赖 n.(Hope)人名；(印)霍普；(法)奥普；(西)奥佩
84 howe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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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imagined 2 [ɪ'mædʒɪn] vt. 想像；设想；料想；猜想；认为 vi. 想像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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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语]祈使语气

includes 2 [ɪnk'luːdz]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88 int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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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la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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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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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 2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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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火 vt.照亮；点燃；着火 adv.轻地；清楚地；轻便地 n.(Light)人名；(英)莱特

li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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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living 2 ['liviŋ] adj.活的；现存的；活跃的；逼真的 n.生活；生存；生计 v.生活；居住（live的ing形式）；度过 n.(Living)人名；
92

(英)利文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95 meditation 2 [,medi'teiʃən] n.冥想；沉思，深思
96 moon 2 [mu:n] n.月亮；月球；月光；卫星 vi.闲荡；出神 vt.虚度 n.(Moon)人名；(瑞典)莫恩；(柬)蒙；(英)穆恩；(缅)孟
97 mo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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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以)莫雷

natural 2 ['nætʃərəl] adj.自然的；物质的；天生的；不做作的 n.自然的事情；白痴；本位音 n.(Natural)人名；(西)纳图拉尔
99 network 2 ['netwə:k] n.网络；广播网；网状物
100 n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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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02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03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104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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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特；(泰)巴；(法)帕尔

past 2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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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presents 2 [p'rɪzents] n. 礼物 名词present的复数形式.
108 proc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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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的

project 2 [英 [prəˈdʒe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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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real 2 ['riəl, ri:l] adj.实际的；真实的；实在的 adv.真正地；确实地 n.现实；实数 n.(Real)人名；(德、西、葡、法)雷亚尔；(英)里
109

尔

riches 2 ['ritʃiz] n.财富；富有；房地产（rich的复数） n.(Riches)人名；(意)里凯斯；(英)里奇斯
112 rounded 2 ['raundid] adj.圆形的；全面的；丰满的
113 screens 2 [skriːnz] n. 屏幕 名词screen的复数形式.
114 send 2 [send] vt.发送，寄；派遣；使进入；发射 vi.派人；寄信 n.上升运动 n.(Send)人名；(德)森德
115 shapes 2 [ʃeɪp] n. 形状；形式；身材；定形 vt. 塑造；定形；使 ... 成形
116 should 2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117 side 2 [said] n.方面；侧面；旁边 vi.支持；赞助；偏袒 adj.旁的，侧的 vt.同意，支持 n.(Side)人名；(英)赛德
118 solar 2 ['səulə] adj.太阳的；日光的；利用太阳光的；与太阳相关的 n.日光浴室 n.(Solar)人名；(法、英、意、西、塞、捷)索拉尔
119 s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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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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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state 2 [steit] n.国家；州；情形 vt.规定；声明；陈述 adj.国家的；州的；正式的 n.(State)人名；(罗、瑞典)斯塔特；(英)斯泰特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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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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system 2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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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126 think 2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127 torus 2 ['tɔ:rəs, 'təu-] n.[植]花托；圆环面；[解剖]隆凸
128 toward 2 [英 [tɔ:d, təʊrd, təˈw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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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英)特沃德

vibration 2 [vai'breiʃən] n.振动；犹豫；心灵感应
130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31 ways 2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132 weaver 2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133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134 windows 2 ['windəuz] n.微软公司生产的“视窗”操作系统
135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36 action 1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137 actually 1 adv.实际上；事实上
138 adapted 1 [ə'dæptɪd] adj.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9 adult 1 ['ædʌlt, ə'dʌlt] adj.成年的；成熟的 n.成年人
140 advanced 1 [əd'vɑ:nst, -'vænst] adj.先进的；高级的；晚期的；年老的 v.前进；增加；上涨（adva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41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142 ago 1 [ə'gəu] adv.以前，以往 adj.以前的；过去的 n.(Ago)人名；(英、西、意、塞、瑞典)阿戈
143 agrees 1 [ə'ɡriː] v. 同意；赞成；承认；符合；一致
144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145 always 1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146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47 ancestral 1 [æn'sestrəl] adj.祖先的；祖传的
148 animals 1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149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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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Arabian 1 [ə'reibiən] adj.阿拉伯的；阿拉伯人的 n.阿拉伯人
152 areas 1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153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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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astrolabe 1 ['æstrəuleib] n.[天]星盘；天体观测仪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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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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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mosphere 1 n.气氛；大气；空气
158 awarded 1 英 [ə'wɔːd] 美 [ə'wɔːrd] n. 奖品；奖 v. 授予；给予；判给
159 awareness 1 n.意识，认识；明白，知道 n.人群对品牌或产品的认知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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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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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bar 1 n.条，棒；酒吧；障碍；法庭 vt.禁止；阻拦 prep.除……外 n.(Bar)人名；(阿拉伯、德、法、俄、罗、捷、波、葡、以)巴
尔

bear 1 vt.结果实，开花（正式） vt.忍受；承受；具有；支撑 n.熊 n.(Bear)人名；(英)贝尔
163 beautiful 1 ['bju:tiful] adj.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
164 became 1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165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166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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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168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169 belief 1 [bi'li:f] n.相信，信赖；信仰；教义
170 better 1 [betə] n.长辈；较好者；打赌的人（等于bettor） adv.更好的；更多的；较大程度地 adj.较好的 vt.改善；胜过 vi.变得较
167

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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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bin 1 [bin] n.箱子，容器；二进制 vt.把…放入箱中 n.(Bin)人名；(意、柬)宾；(日)敏(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民
173 biological 1 [,baiəu'lɔdʒik,-kəl] adj.生物的；生物学的
174 brendan 1 n. 布伦丹
175 build 1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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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的）食品罐头

capture 1 vt.俘获；夺得；捕捉，拍摄,录制 n.捕获；战利品，俘虏
178 catch 1 [kætʃ] vt.赶上；抓住；感染；了解 vi.赶上；抓住 n.捕捉；捕获物；窗钩
179 cause 1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180 celebrates 1 ['selɪbreɪt] v. 庆祝；庆贺；颂扬
181 cen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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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Center)人名；(英)森特

centerpiece 1 ['sentəpi:s] n.中心装饰品；放在餐桌中央的摆饰
183 chair 1 [tʃεə] n.椅子；讲座；（会议的）主席位；大学教授的职位 vt.担任（会议的）主席；使…入座；使就任要职 n.(Chair)人
182

名；(法)谢尔

circular 1 adj.循环的；圆形的 n.通知，传单
185 Cities 1 n.都市（歌曲名）
186 climate 1 ['klaimit] n.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187 coal 1 [kəul] vi.上煤；加煤 vt.给…加煤；把…烧成炭 n.煤；煤块；木炭
188 coexisting 1 英 [ˌkəʊɪɡ'zɪst] 美 [ˌkoʊɪɡ'zɪst] v. 同时存在(于同一处)；共存；共处
189 collective 1 [kə'lektiv] adj.集体的；共同的；集合的；集体主义的 n.集团；集合体；集合名词
190 collectors 1 [kə'lektəz] 集合管
191 column 1 ['kɔləm] n.纵队，列；专栏；圆柱，柱形物
192 columns 1 ['kɒləm] 名词column的复数形式
193 community 1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194 completely 1 [kəm'pli:tli] adv.完全地，彻底地；完整地
195 connect 1 [kə'nekt] vt.连接；联合；关连 vi.连接，连结；联合
196 continuing 1 [kən'tɪnjuɪŋ] adj. 连续的；持续的；不间断的 动词continue的现在分词.
197 continuous 1 [kən'tinjuəs] adj.连续的，持续的；继续的；连绵不断的
198 co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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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costs 1 ['kɒsts] n. 费用；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
200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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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替；敷衍；给…投保； n.(Cover)人名；(英)科弗；(意)科韦尔

covers 1 英 ['kʌvə(r)] 美 ['kʌvər] n. 封面；盖子；套子；表面 v. 覆盖；涉及；包含；掩护；给…保险
203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204 creating 1 [kri'ːeɪtɪŋ] vbl. 创造； 建造； 把 ... 列为
205 creative 1 [kri'eitiv] adj.创造性的
206 crystalize 1 英 ['krɪstəlaɪz] 美 ['krɪstəlˌaɪz] v. 明确；结晶；使成形
207 crystallize 1 ['kristə,laiz] vt.使结晶；明确；使具体化；做成蜜饯 vi.结晶，形成结晶；明确；具体化
208 culture 1 ['kʌltʃə] n.文化，文明；修养；栽培 vt.[细胞][微]培养（等于cultivate）
209 cutting 1 ['kʌtiŋ] n.[机]切断；剪辑；开凿 adj.锋利的；严寒的；尖酸刻薄的 v.削减（cut的ing形式）；采伐；切开 n.(Cutting)人
202

名；(英)卡廷
210

darkened

1 ['daːkənd] adj. 昏黑的 动词dark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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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ling 1 ['di:liŋ] n.交易；行为
212 deals 1 [diːl] n. 协定；交易；大量 v. 应付；分配；处理；交易；经营
213 design 1 [di'zain] vt.设计；计划；构思 n.设计；图案 vi.设计
214 designers 1 [dɪ'zaɪnəz] 设计师
215 designs 1 [dɪ'zaɪn] n. 设计；图样；图案；目的 v. 设计；计划
216 desire 1 [di'zaiə] n.欲望；要求，心愿；性欲 vt.想要；要求；希望得到… vi.渴望 n.(Desire)人名；(刚(布)、英)德西雷
217 destroy 1 [di'strɔi] vt.破坏；消灭；毁坏
218 developed 1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219 direct 1 [di'rekt, dai-] adj.直接的；直系的；亲身的；恰好的 vt.管理；指挥；导演；指向 vi.指导；指挥 adv.直接地；正好；按直系
211

关系

directed 1 [di'rektid, dai-] adj.定向的；经指导的；被控制的 v.指导；管理（dir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1 director 1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222 disappeared 1 [dɪsə'piəd] adj. 消失的 动词disapp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3 disconnect 1 [,diskə'nekt] vt.拆开，使分离 vi.断开
224 displays 1 [dɪsp'leɪz] n. 显示器；陈列品 名词display的复数.
225 DNA 1 [,di:,en'ei] abbr.脱氧核糖核酸（deoxyribonucleicacid）；（美国）国防部核子局（DefenseNuclearAgency）
226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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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人名）；（英）多恩（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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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economic 1 [,i:kə'nɔmik] adj.经济的，经济上的；经济学的
230 education 1 [,edju:'keiʃən] n.教育；培养；教育学
231 efficiently 1 [i'fiʃəntli] adv.有效地；效率高地（efficient的副词形式）
232 electricity 1 [,ilek'trisəti] n.电力；电流；强烈的紧张情绪
233 elements 1 ['elɪmənts] n. 要素，元素；基本原则；恶劣天气 element的复数形式
234 emirate 1 [ə'miərət] n.酋长国
235 emirates 1 United Arab Emirates (on the Trucial Coast of the Persian Gulf)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位于波斯湾)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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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entrance 1 ['entrəns] n.入口；进入 vt.使出神，使入迷
238 environmental 1 [in,vaiərən'mentəl] adj.环境的，周围的；有关环境的
239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240 example 1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241 existence 1 [ig'zistəns] n.存在，实在；生存，生活；存在物，实在物
242 experience 1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243 expression 1 [英 [ɪk'spreʃn] 美 [ɪkˈsprɛʃən] n.表现，表示，表达；表情，脸色，态度，腔调，声调；式，符号；词句，语句，措
228

辞，说法
1 ['faiə] n.火；火灾；炮火；炉火；热情；激情；磨难 vt.点燃；解雇；开除；使发光；烧制；激动；放枪 vi.着火；射击；开
枪；激动；烧火

244

fire

245

fir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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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ws 1 [f'ləʊz] n. 流量 名词flow的复数形式.
247 flying 1 ['flaiiŋ] adj.飞行的 n.飞行 v.飞（fly的ing形式）
248 formed 1 [fɔ:md] adj.成形的，成形 v.成形加工（form过去时形式）
249 forms 1 ['fɔːmz] n. 表格；形式；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
250 forth 1 [fɔ:θ] adv.向前，向外；自…以后 n.(Forth)人名；(德)福特；(英)福思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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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freedom 1 ['fri:dəm] n.自由，自主；直率 n.(Freedom)人名；(英)弗里德姆
253 fuel 1 ['fjuəl] vi.得到燃料 vt.供以燃料，加燃料 n.燃料；刺激因素
254 fueled 1 [fjuːədl] adj. 燃料的 动词fu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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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els 1 [fjʊəlz] n. 燃料 名词fuel的复数形式.
256 fully 1 ['fuli] adv.充分地；完全地；彻底地 n.(Fully)人名；(法)菲利
257 gasses 1 [ɡæs] n. 煤气；气体；汽油；空话 vt. 使吸入毒气；毒(死)；给 ... 加汽油 vi. 空谈；加汽油
258 gatherer 1 ['gæðərə] n.采集者，收集器
259 gave 1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260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261 given 1 adj.赠予的；沉溺的；规定的 prep.考虑到 v.给予（give的过去分词） n.(Given)人名；(英、土)吉文
262 glass 1 [glɑ:s, glæs] n.玻璃；玻璃制品；镜子 vt.反映；给某物加玻璃 vi.成玻璃状 n.(Glass)人名；(英、法、德、意)格拉斯
263 goal 1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264 goals 1 ['ɡəʊlz] n. 目标 名词goal的复数形式.
265 goods 1 [gudz] n.商品；动产；合意的人；真本领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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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grown 1 [grəun] adj.长大的；成年的；长满某物的 v.生长；变成；栽培（grow的过去分词）
268 growth 1 [grəuθ] n.增长；发展；生长；种植
269 guided 1 ['gaidid] adj.有指导的；有向导的 v.指导（guide的过去分词）
270 gulf 1 [gʌlf] n.海湾；深渊；分歧；漩涡 vt.吞没
271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272 happy 1 ['hæpi] adj.幸福的；高兴的；巧妙的 n.(Happy)人名；(英、瑞典、喀)哈皮
273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274 heartbeat 1 ['hɑ:tbi:t] n.心跳；情感
275 heat 1 [hi:t] n.高温；压力；热度；热烈 vt.使激动；把…加热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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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德、捷)黑尔德；(罗、匈、塞)海尔德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278 hold 1 vt.持有；拥有；保存；拘留；约束或控制 vi.支持；有效；持续 n.控制；保留 n.(Hold)人名；(英、德、捷)霍尔德 又
277

作“Hold住”使用，中英混用词汇，表示轻松掌控全局。 [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280 humanity 1 [hju:'mænəti] n.人类；人道；仁慈；人文学科
281 humans 1 ['hjuːmənz] n.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
282 hundreds 1 ['hʌndrədz] n. 数百；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
283 hunter 1 ['hʌntə] n.猎人；猎犬；搜寻者
284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285 imaginary 1 [i'mædʒinəri] adj.虚构的，假想的；想像的；虚数的
286 imagine 1 vt.想象；猜想；臆断 vi.想象；猜想；想象起来
287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288 influence 1 ['influəns] n.影响；势力；感化；有影响的人或事 vt.影响；改变
289 influenced 1 ['ɪnfluəns] v. 影响；感染；<美俚>在(饮料)中加烈酒 n. 影响力；影响；权势；势力；有影响的人(或事物)
290 interact 1 [,intə'rækt] vt.互相影响；互相作用 vi.互相影响；互相作用 n.幕间剧；幕间休息
291 invent 1 [in'vent] vt.发明；创造；虚构
292 invites 1 [ɪn'vaɪt] vt. 邀请；请求；招致；招待
293 involving 1 [ɪn'vɒlvɪŋ] adj.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
294 Islam 1 ['izlɑ:m] n.伊斯兰教 n.(Islam)人名；(阿拉伯、巴基、孟)伊斯兰
295 join 1 [dʒɔin] vt.参加；结合；连接 vi.加入；参加；结合 n.结合；连接；接合点 n.(Join)人名；(法)茹安
296 killa 1 基拉
297 larger 1 adj.大的；多量的；大的(large的比较级)；大规模的；众多的；（服装、食物、日用品等）大型号的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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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水；汽艇
299

learning

1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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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d 1 abbr.低能电子衍射（LowEnergyElectronDiffraction）
301 lettering 1 ['letəriŋ] n.刻字；印字；书写的文字 v.用字母写；用印刷体写（letter的ing形式）
302 letters 1 [letəz] n.[语]字母；书信；读者投书栏（letter的复数） v.用字母标明；用印刷体写（letter的第三人称单数）
303 lifestyle 1 ['laifstail] n.生活方式 保健的
304 limited 1 ['limitid] adj.有限的 n.高级快车
305 lit 1 [lit] adj.照亮的，点着的（ligh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n.(Lit)人名；(瑞典)利特；(老)李
306 live 1 [lɪv,lʌɪv] adj.活的；生动的；实况转播的；精力充沛的 vt.经历；度过 vi.活；居住；生存 n.(Live)人名；(法)利夫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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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308

look

1 [luk] vt.看；期待；注意；面向；看上去像 vi.看；看起来；注意；面向 n.看；样子；面容 n.(Look)人名；(瑞典)洛克；

(英)卢克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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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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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maktoum 1 马克图姆
312 mapped 1 ['mæpt] 动词ma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313 Mars 1 [mɑ:z] n.战神；[天]火星
314 material 1 [mə'tiəriəl] adj.重要的；物质的，实质性的；肉体的 n.材料，原料；物资；布料
315 mean 1 adj.平均的；卑鄙的；低劣的；吝啬的 vt.意味；想要；意欲 n.平均值 vi.用意 n.(Mean)人名；(柬)棉
316 media 1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317 meditating 1 ['medɪteɪtɪŋ] adj. 沉思的；冥想的 动词meditate的现在分词.
318 meet 1 [mi:t] vt.满足；遇见；对付 vi.相遇；接触 n.集会 adj.合适的；适宜的 n.(Meet)人名；(英)米特
319 meters 1 英 ['miːtə(r)] 美 ['miːtər] n. 公尺；米 n. 计量器；计时器 vt. (用仪表)测量
320 methods 1 ['meθədz] n.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
321 minister 1 ['ministə] n.部长；大臣；牧师 vi.执行牧师职务；辅助或伺候某人
322 mirrored 1 ['mirəd] adj.装有镜子的；如镜子的 v.反映（mirro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反射
323 mission 1 ['miʃən] n.使命，任务；代表团；布道 vt.派遣；向……传教
324 mix 1 [miks] vt.配制；混淆；使混和；使结交 vi.参与；相混合；交往 n.混合；混合物；混乱 n.(Mix)人名；(德、英)米克斯
325 modern 1 ['mɔdən] adj.现代的，近代的；时髦的 n.现代人；有思想的人
326 mohammed 1 [məu'hæmid] n.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创立人）
327 movement 1 ['mu:vmənt] n.运动；活动；运转；乐章
328 movements 1 ['muːvmənts] n. 动作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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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Muslims 1 穆斯林
331 name 1 n.名称，名字；姓名；名誉 vt.命名，任命；指定；称呼；提名；叫出 adj.姓名的；据以取名的 n.(Name)人名；(日)滑
310

(姓)；(英)内姆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333 nature 1 ['neitʃə] n.自然；性质；本性；种类 n.(Nature)人名；(法)纳蒂尔
334 needed 1 ['niː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335 networks 1 英 ['netwɜːk] 美 ['netwɜːrk] n. 网点；网络；网状系统；广播公司
336 norm 1 [nɔːm] n.标准，规范
337 normal 1 adj.正常的；正规的；标准的 n.正常；标准；常态；法线（数学） n.(Normal)人名；(德)诺马尔
338 norms 1 [nɔːms] n. 规范 名词norm的复数形式.
339 now 1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340 observed 1 [əb'zɜːvd] adj. 被观察的，被观测的 v. 观察，观测（动词observe的过去式,动词observe的过去分词）
341 official 1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342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343 OK 1 ['əu'kei, ,əu'kei, 'əukei] adj.好的；不错的 adv.行；很好 int.好；可以 vt.对…表示同意 n.同意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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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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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ed 1 v.打开，开启（open过去分词形式） adj.开的
346 opens 1 英 ['əʊpənz] 美 ['oʊpənz] v. 打开 动词ope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47 organizers 1 ['ɔːɡənaɪzəz] n. 组织者（organizer的复数）
348 oss 1 abbr. 航天科学局(=Office of Space Sciences)；战略物资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开放源代码软件(=Open Source
345

Software)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350 peninsula 1 [pi'ninsjulə] n.半岛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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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phon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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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picture 1 ['piktʃə] n.照片，图画；影片；景色；化身 vt.画；想像；描写
354 planets 1 [p'lænɪts] 行星
355 plant 1 [plɑ:nt, plænt] n.工厂，车间；植物；设备；庄稼 vt.种植；培养；栽培；安置 vi.种植 n.(Plant)人名；(英、西、意)普兰
349

特；(法)普朗
356

1 [p'lɑːnts] n. 植物花卉；工厂（名词plant的复数形式） v. 种植；设立；建立；安插；栽赃（动词pl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
式）

plants

platinum 1 ['plætinəm] n.[化学]铂；白金；唱片集达100万张的销售量；银灰色 adj.唱片集已售出100万张的
358 play 1 [plei] vt.游戏；扮演；演奏；播放；同…比赛 vi.演奏；玩耍；上演；参加比赛 n.游戏；比赛；剧本 n.(Play)人名；(法、瑞
357

典)普莱

poetry 1 ['pəuitri] n.诗；诗意，诗情；诗歌艺术
360 polar 1 ['pəulə] adj.极地的；两极的；正好相反的 n.极面；极线 n.(Polar)人名；(德、西)波拉尔
361 political 1 [pə'litikəl] adj.政治的；党派的
362 post 1 [pəust] n.岗位；邮件；标杆 vt.张贴；公布；邮递；布置 vi.快速行进 n.(Post)人名；(英、西、捷、瑞典、荷)波斯特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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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 powerful 1 ['pauəful] adj.强大的；强有力的 adv.很；非常
365 present 1 ['prezənt, pri'zent] vt.提出；介绍；呈现；赠送 vi.举枪瞄准 adj.现在的；出席的 n.现在；礼物；瞄准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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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

西、瑞典)普雷斯

progress 1 ['prəugres, 'prɔ-, prəu'gres] n.进步，发展；前进 vi.前进，进步；进行 n.(Progress)人名；(赞)普罗格雷斯
368 projects 1 [p'rədʒekts] [ projected ]的第三人称单数
369 push 1 vt.推动，增加；对…施加压力，逼迫；按；说服 vi.推进；增加；努力争取 n.推，决心；大规模攻势；矢志的追求
370 quiet 1 adj.安静的；安定的；不动的；温顺的 n.安静；和平 vt.使平息；安慰 vi.平静下来
371 rashid 1 n. 拉西德
372 rating 1 ['reitiŋ] n.等级；等级评定；额定功率 v.对…评价（rate的ing形式） n.(Rating)人名；(德)拉廷
373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374 reconnect 1 [ˌriːkə'nekt] v. 使再接合；重新连接
375 reducing 1 英 [rɪ'djuːsɪŋ] 美 [rɪ'duːsɪŋ] n. 减低；还原；减肥 动词re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
376 relationship 1 [ri'leiʃənʃip] n.关系；关联
377 release 1 [ri'li:s] vt.释放；发射；让与；允许发表 n.释放；发布；让与
378 remains 1 [ri'meinz] n.残余；遗骸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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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represents 1 [ˌreprɪ'zent] vt. 表现；表示；描绘；代表；象征；说明；阐明 vi. 提出异议
381 requirement 1 [ri'kwaiəmənt] n.要求；必要条件；必需品
382 resistant 1 [ri'zistənt] adj.抵抗的，反抗的；顽固的 n.抵抗者
383 resource 1 [ri'sɔ:s, -'zɔ:s, 'ri:s-, 'ri:z-] n.资源，财力；办法；智谋
384 resources 1 [rɪ'sɔːsɪz] n. 资源；才智；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
385 rest 1 [rest] vt.使休息，使轻松；把…寄托于 n.休息，静止；休息时间；剩余部分；支架 vi.休息；静止；依赖；安置 n.(Rest)人
367

名；(英、德、俄、捷、荷)雷斯特

return 1 [ri'tə:n] vt.返回；报答 vi.返回；报答 n.返回；归还；回球 adj.报答的；回程的；返回的
387 rises 1 [raɪz] vi. 上升；升起；增加；起床；反抗；复活 n. 上升；增加；斜坡；小山
388 road 1 [rəud] n.公路，马路；道路；手段 vt.（狗）沿臭迹追逐（猎物） adj.（美）巡回的 n.(Road)人名；(英)罗德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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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ed 1 ['ru:tid, 'ru-] adj.根深蒂固的；生根的 v.生根（root的过去式）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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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 ruler 1 ['ru:lə] n.尺；统治者；[测]划线板，划线的人
392 same 1 [seim] adj.相同的；同一的；上述的（通常与the连用）；无变化的 pron.同样的事物或人（通常与the连用） adv.同样地
389

（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sarah 1 ['sεərə] n.莎拉（女子名）；萨拉（《圣经》中的人物）
394 scientific 1 [,saiən'tifik] adj.科学的，系统的
395 scre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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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 sea 1 [si:] n.海；海洋；许多；大量
397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398 senses 1 [[sens] n. 感觉；意义；判断力 名词sense的复数形式.
399 sensory 1 ['sensəri] adj.感觉的；知觉的；传递感觉的
400 series 1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401 shaking 1 ['ʃeikiŋ] n.震动，震惊；挥动，摇动 v.握手（shake的ing形式）；摇动；颤动
402 shape 1 [ʃeip] n.形状；模型；身材；具体化 vt.形成；塑造，使成形；使符合 vi.形成；成形；成长 n.(Shape)人名；(瑞典)沙佩
403 shared 1 英 [ʃeəd] 美 [ʃerd] adj. 共享的；共用的 v. 分享，共享；分配；共有（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04 sheikh 1 [ʃeik] n.族长；阿拉伯酋长（等于sheik）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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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

肖

shows 1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407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408 slight 1 [slait] adj.轻微的，少量的；脆弱的；细长的；不重要的 vt.轻视，忽略；怠慢 n.怠慢；轻蔑
409 slowly 1 ['sləuli] adv.缓慢地，慢慢地
410 sol 1 [sɔl] n.溶胶；索尔（秘鲁的货币）；全音阶中的第五音
411 spacecraft 1 ['speiskrɑ:ft, -kræft] n.[航]宇宙飞船，航天器
412 spending 1 ['spendɪŋ] n. 经费(开销)
413 station 1 n.车站；驻地；地位；身份 vt.配置；安置；驻扎
414 status 1 n.地位；状态；情形；重要身份
415 steel 1 [sti:l] n.钢铁；钢制品；坚固 vt.钢化；使冷酷 adj.钢制的；钢铁业的；坚强的 n.(Steel)人名；(德)施特尔；(英)斯蒂尔
416 still 1 [stil] adv.仍然；更；静止地 adj.静止的，不动的；寂静的，平静的；不起泡的 n.寂静；剧照；蒸馏室 conj.仍然；但是；尽
406

管如此 vt.蒸馏；使…静止；使…平静下来 vi.静止；平静；蒸馏 n.(Still)人名；(英、芬、瑞典)斯蒂尔；(德)施蒂尔
417

stone

1 [stəun] n.石头；结石；[宝]宝石 adj.石的，石制的 vt.向扔石块；用石头铺 n.(Stone)人名；(捷)斯托内；(瑞典)斯托内；

(英)斯通

structure 1 ['strʌktʃə] n.结构；构造；建筑物 vt.组织；构成；建造
419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420 sun 1 [sʌn] n.太阳 vt.使晒 vi.晒太阳 n.(Sun)人名；(中)孙(普通话·威妥玛)；(柬)孙；(缅)素；(土)松
421 support 1 [sə'pɔ:t] vt.支持，支撑，支援；扶持，帮助；赡养，供养 n.支持，维持；支援，供养；支持者，支撑物
422 supports 1 [sə'pɔːts] n. 支持
423 tall 1 [tɔ:l] adj.高的；长的；过分的；夸大的 adv.夸大地 n.(Tall)人名；(马里、阿拉伯)塔勒；(芬、罗、瑞典)塔尔；(英)托尔；
418

(土)塔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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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 technologically 1 [,teknə'lɔdʒikli] adv.科技地；技术上地
426 technology 1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427 temperature 1 n.温度；体温；气温；发烧
428 them 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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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 thought 1 [θɔ:t] n.思想；思考；想法；关心 v.想，思考；认为（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31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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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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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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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

tools 1 [tuːl] n. 工具，用具（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器具
435 trapping 1 ['træpɪŋ] n. 诱捕 （复数）trappings: 装饰物； 象征的符号. 动词trap的现在分词.
436 tribes 1 特里韦斯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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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

(Turn)人名；(德、匈)图恩

understand 1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439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440 unusual 1 [,ʌn'ju:ʒuəl] adj.不寻常的；与众不同的；不平常的
441 urge 1 [ə:dʒ] vt.力劝，催促；驱策，推进 n.强烈的欲望，迫切要求；推动力 vi.强烈要求
442 used 1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443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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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 VOA 1 英 [ˌviː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446 wanted 1 [英 ['wɒntɪd] 美 ['wɑ:ntɪd] adj.受通缉的；被征求的 v.缺少(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应该；打算；需要…在场
447 water 1 n.水；海水；雨水；海域，大片的水 vt.使湿；供以水；给…浇水 vi.加水；流泪；流口水 n.(Water)人名；(英)沃特
448 way 1 [wei] n.方法；道路；方向；行业；习惯 adv.大大地；远远地 adj.途中的 n.(Way)人名；(中)见Wei；(英、缅)韦
449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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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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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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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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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